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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本小册子的主要部分是主业团监督范康仁蒙席与一些大学教授就圣施礼华关于圣化工作的

教导的一次对话。对话是 2017 年 10 月 21 日在罗马举行的，题为《工作的中心思想》（The Heart 

of Work）的国际会议末段的学术研讨的一部分。 

在这段对话开始之前，Maria Aparecida Ferrari 教授播放了一套也是名为《工作的中心思想》的

短片。该部由 Maria Villarino 监制的短片，辑录了圣施礼华在 1974 年前后数年间多次与人羣

聚会时所摄得的录影片段。这部短片在该国际会议中首影，作为这次与范康仁蒙席对话的小引。

此外，为了让这本小册子的读者们更加容易了解它的主题，小册子以会议主持人、罗马宗座圣

十字架大学圣施礼华讲座教授 Javier Lopez Diaz 教授写的《关于圣化工作的历史和神学的小记》

作为开端。小册子以一系列基督宗教对工作的观点，以及圣施礼华关于圣化平凡工作的教导的

文章目录作结。 

我感谢所有参与组织这个大会的人士，尤其是大学的神学系和市场、文化及伦理研究中心。还

有大会的各讲者；他们的演讲稿辞已经被辑录成一套合共五册的大会记录。所有人都共同为教

宗方济各在他给大会送来的讯息中所表达的愿望作出了贡献。教宗在他的讯息里说：「对职业

工作在基督宗教里的意义的反思探索，可以助人明白，任何工作都是一个让人渐趋成熟、发展

人格、和个人满足感的地方」（2017 年 10 月 19 日）。 

我非常特别地想感谢我们的校监范康仁蒙席给我们的说话。他让我们更加鞭辟入里地体会到圣

施礼华有关圣化工作的教导，它对于教会来说是一个宝藏：一个价值无限的产业，好能让人在

这第三个基督千年之初，凭着它去实践传播褔音于普世这个使命。 

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校长 Luis Navarro 神父教授 

2018 年 10 月 21 日于罗马 

返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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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关于圣化工作的历史和神学的小记 

（作者：Javier Lopez Diaz） 

这本小册子的主要部分是记录与主业团监督范康仁蒙席讨论圣化工作的一席话。我写这篇小记

的目的是给读者们提供一些关于圣化工作的背景资料。这些背景资料在于给当代神学和基督徒

的日常生活提出一些新颕和重要的理解和阐述。 

「圣化工作」这个名词自古以来都是不见经传的，直到数十年前它才首次出现。许多个世纪以

来，它都没有在神学的著作中被人论述过。例如在 1950 年第一次出版的、合共六万五千页、

分载于三十册的「天主教神学字典」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olique 中，并没有「工作」

一词的载录。到了 1963 年，「工作」的解述才在一本重要的神学字典中首次出现。其编者 Marie-

Domini Chenu，O.P.神父在书中说：「在一本载录神学的基础概念的字典里加揷了『工作』一词

的说明实在是非常新颕的：是一个对于基督徒的认知和神学的反思都是有特殊意义的新概念。

在传统的基督神学架构里，它开拓了一条新道路，使最近才达成的、关于人在整个创造界和世

界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的新观念得以继绩发展。」 

这个历时颇长的空档时期为何会出现呢？简单来说，在神学的领域上，平凡工作，一如平信徒

的圣召和他们的使命一样，是被人遗忘了、忽略了。我们可以进一步地，但仍然是粗略地看看，

在「圣化工作」这个名词在二十世纪出现之前，工作在基督徒生活及神学思想里主要有什么意

义。 

关于工作的两个看法，以及基督宗教的看法 

关于工作，在基督降生之前，居于地中海沿岸的民族主要有两个看法：一个是属于以色列民族

的、源于圣经的看法；另一个是属于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前者

视工作为有正面价值的，因为圣经的第一卷 ── 创世记说明了创造乃是天主的工作（参阅创

2:2），而人类的工作则是与天主的合作，一种天主创造工程的延续：「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

的乐园内，『叫他耕种，看守乐园』」（创 2:15）。虽然工作在人犯了原罪之后给人带来了辛劳（参

阅创 3:17-19），但是它在圣经里的尊荣并没有因此而缩减。其他旧约经书也赏识了不同种类的

工作，又遣责了懒惰，纵使这些经书没有说明工作乃是人类的归宿。 

相反，对于希腊－罗马文化来说，生产的工作只是奴隶才做的。奴隶被视为只是生产的工具。

自由人不会为了生活而要工作。他们有其他东西可以做，其中最高峰的就是哲学家们所做的、

对于真理的思考。 

天主圣子的降生决定性地照亮了人类的工作。化身成人的天主，大半生都是在纳匝肋从事一个

匠人的工作（参阅谷 6:3）！当代的基督宗教思想正是在重新发现这一道亮光，好使它能照亮今

天的生活。这一道光使旧约圣经里关于工作的解述得到完满实现。在旧约圣经里，创世的工程

以天主为经，以人类各种形式的参与和继承为纬。但是，在新约圣经里，工作是由降生成人的

天主圣子亲自做的。祂延续了天主创世的工程，而世界正是「借着祂，并且是为了祂而受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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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1:16）。因此，耶稣基督给人类显示了工作在天主的计划中的超然地位。工作是一件神圣

的东西；它不会配不上天主圣子的尊严。 

对基督徒来说，以上所说的有重大无比的意义。我们不再只是借着自己的工作来延续天主的创

造工程，而是天主圣子活在每一个已经成为天主子女（参阅罗 8:15 及迦 4:5）的人身上（参阅

迦 2:20），是祂在尊重他们各人所享有的自由的情况下，借着他们去做事。的确，基督徒不只

是「圣子以外的其他子女」，而是「在圣子内成为天主义子」（梵二牧职宪章 22 节），是分享作

为长子的基督（参阅罗 8:29）的儿子身份的人，及从基督的满盈中领受恩宠（参阅若 1:16）。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圣化工作」；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工作才能成为「天主的事业」，成为神

圣的，改善世界的，和可以使那个做事的、身为天主一个子女的人增长圣德，就如在纳匝肋的

耶稣基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地增长。」（路 2:52） 

我们不但可以圣化自己的工作和借着工作圣化自己，我们也可以借着自己的工作去帮助别人成

圣。因着圣洗圣事，天主圣神使我们成为了天主的子女，也成为了基督的妙身 ── 即教会 ─

─ 的各部份，好使别人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如同一个身体的各个部位互相隶属一样。

圣保禄宗徒说：「我们既是子女，便是承继者，是天主的承继者，是基督的同承继者。」（罗 8:17）

圣咏第二篇也宣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向我请求，我必将万民赐你作产业，

我必将八极赐你作领地。」（咏 2:8） 

天主子女的产业就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万民」：即是所有人。他们就是天主交托给了

每一个基督徒的丰盛产业，要他好好地照顾、服务他们，使他们进步，犹如一个天主的子女所

应该得到的照顾、服务、和进步一样，在他们成圣的路上协助他们。而工作就是每一个基督徒

实践这个责任的众多方法之一，因为「工作是人团结合作的枢纽」（圣施礼华，《基督刚经过》，

47）。 

救赎使工作的意义更加丰盛 

上述有关工作在天主创世计划中的、令人惊叹的意义，在天主的救赎计划里则更上一层楼了。

天主圣子在肩负起工作的同时，也肩负了工作因人类犯罪而沾染了的艰辛，尤其是疲累。祂服

从了天主圣父的圣意，自己成为了一个完美的中保和大司祭（参阅第前 2:5 及希 4:14），为人

的抗命犯罪而做补赎，使人再度与天主共融（参阅罗 5:19）。耶稣基督以被钉在十字架上，流

尽宝血来显示出祂奉命至死。同样，祂在纳匝肋也以汗流夹背的辛劳来奉命，藉此与祂日后在

十字架上的牺牲合而为一。祂的服从彰显于祂在每天、每一时刻都专注地做该做的事情，同祂

日后在加尔瓦略山上牺牲性命一模一样。祂每天的辛劳，并不是为了准备祂日后在加尔瓦略山

上的救赎，而是整个救赎工程的一部份。 

圣施礼华说：「这就是耶稣，身为『木匠的儿子』（玛 13:55）生活了三十年的方式⋯⋯而祂就是

天主；在实践救赎人类的工作，同时『吸引众人来归向祂』（若 12:32）」（圣施礼华，《基督刚

经过》，14）。同样，我们可以说，因为基督徒借着圣洗圣事而得以分享基督的司祭职，又受召

去与祂一同救赎世界（参阅伯前 2:5,9 及哥 1:24），所以他们分担救赎的方式，就是在工作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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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的普通司祭职，即是在工作中实行那召叫了他们去工作的天主父的圣意，把工作做得尽

善尽美，以天主子女应有的爱德去做，以与在弥撒圣祭中的圣体圣事呈现的十架牺牲联合在一

起的情操去做。和基督一样，基督徒也能够把他们平凡的工作、日常生活转化为一篇祈祷，一

台「弥撒」。 

基督宗教对工作的看法的历史演变 

对于基督自己的、和基督徒的工作的神学，教会在最早期的几百年并没有一套有系统的探讨。

然而，上文所述的一切其实都可以在新约圣经中找到，而且对于早期的基督徒来说并不是陌生

的。圣保禄宗徒力劝他们要工作（参阅德后 3:6-12），而且他自己也从事制造帐幕的行业（参

阅宗 18:3）。他们知道自己是天主的子女（参阅罗 8:15，迦 4:6，弗 1:3-23 及若一 3:1-2），是基

督的同承继者（参阅罗 8:17），是分享着基督司祭职的人（参阅伯前 2:5,9 及希 3:14），而这一

切情况都不是与他们各人的工作脱节的，反而是借着工作而得以展现出来的。 

当他们加入教会时，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或职业。相反，他们继续干着自己皈化前所做

的，正如戴都良在公元第二世纪末给他当代的人所写的：「所以，我们与你们一起旅居在俗世

中，不会弃绝论坛、或屠场、或浴场、或街档、或工场、或客栈、或星期市集、或任何其他商

业活动的场所。我们与你们一起扬帆出海、一起在擂台上博击、一起耕种；我们也同样地在你

们的不同事工上与你们并肩 ── 甚至在各种艺术的创作上，我们使我们凭创意所得到的产业

成为大众的，使你们也得益。」在生活上，他们也没有与其他人隔离，而是像另一篇公元第二

世纪的文章所描述的：「显示出一种令人惊讶，和显然地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生活方式」。他们

是世界的一份子，但却不属于世界（参阅若 17:15）。他们努力在生活中成为「合符基督的福音」

（斐 1:27）的市民。他们每个人都试图借着工作去在自己的同事间，在同事周围广传信仰。他

们在这方面多么努力，以至一个外教的哲学家 Celsus 指责他们利用工作 ── 无论是鞋匠、

教师、洗衣服者或是其他各行各业 ── 为一件工具，在民居里，在整个社会里播种福音的种

子。 

直到公元第四世纪末叶，这个情况仍然存在，例如金口圣若望在他的讲道中，力劝信友们要在

日常生活中努力追求圣德。直到那时，信友们都活泼地察觉到自己因着圣洗圣事而得到圣化，

所以都受召要成圣（参阅格前 1:2），而成圣不外是他们借着圣洗圣水所获得的恩宠的展现。 

可是，从公元第四世纪开始，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放弃俗世生活，以隐居或修道方式来

跟随基督 ── 虽然他们在数字上仍然是属于少数。从此，一般信友从圣洗圣事领受了的各种

恩赐渐渐地被视为次等的了。基督徒如何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其他俗世活动中成长也渐渐地

被忽略了。受到重视的就是小部分人所获得的各种修道圣召，他们的入会仪式，以及那些切合

各种修道圣召的祈祷、苦行、和实践德行的方式。 

从公元第五世纪开始，当人谈到工作时，所指的经常都是修道者所做的工作。本笃会所定的格

言「祈祷与工作」就是描述会士们每天的事务：诵经、学习、和劳动。劳动就是他们得以自给

自足和避免闲散的方法。然而对于生活在俗世的人在俗世所干的工作的价值，或是如何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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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转化为祈祷，则鲜有提及。唯一有谈到的是如何工作时工作、祈祷时祈祷，极其量只是如

何在劳动时也一并做祈祷。 

经过了教父时代，由公元第八世纪开始，在修道院内发展的神学思想都是以上述的思维为依归。

公元十二世纪打后，学院派神学首先在各地的主教座堂的附属学校，继而在各大学学府发展，

但是它同样也没有论及在俗人士的俗世工作。然而，一些以圣多玛斯阿奎纳为首的学院派神学

家，在一些例如基督徒与天主之间的父子关系，和信友们的普通司祭职等题目上，做了非常重

要的探讨，成为日后讨论圣化工作的基础。但是，在神学的领域上，工作在普通基督徒生活中

的意义的明确探索则仍然欠奉。在中世纪时代，唯一可以视为对日常工作有正面看法的实例，

不是神学家们的教导，而是今天在一些主教座堂的大门上仍然可以看到的雕像，和其他一些艺

术品。这些关于平凡工作的刻划，可以说是反映出世人对于工作的尊严的一种感觉，也意味着

他们直觉地以为工作与钦崇天主之间是有关系的。 

在史家称为「现代时期」之初，信奉基督新教的人的想法，包含了他们对工作一种新的重视，

因为他们看到圣经清楚地视工作为一件有价值的东西（参阅创 2:15），而他们认为圣经是天主

启示唯一的来源。可是马丁路德和若翰加尔文都认为工作对于一个基督徒的得救与否是起不到

任何作用的。因此他们也不会谈到「圣化工作」。路德「视人在俗世所做的工作自有它的功能，

但却不是一个与救赎直接相关的功能。」而对加尔文来说，一个人辛勤的、做得好的工作，如

果得到天主的赏报而产生人性的实效，就是信德的一个「征兆」，让他能够期望自己是属于蒙

召的一羣。工作的意义仅此而已。 

公元十八世纪中叶冒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大地改变了从事生产的工作。无论在农业、纺织

业或其他行业，工作方式都从原始简单的步骤改为利用着各种能源的、机械式的操作。结果出

现了两个阵营的对垒：拥有资本和生产工具的顾主们，和在工厂或农地劳作的劳工阶层。正如

马克斯日后所说的，后者经常感到被剥削和隔离，得不到他们应有的尊严和劳动的成果。这种

两极化的社会冲突，严重地影响了那些处身于这个历史时刻的人对于工作的态度。 

处身于这种文化和社会当中的教会训导当局，遂开始了对工作的论述。1891 年，教宗良十三世

颁布了《新事物》通谕，为教会的社会训导打下了基础。但是它仍然没有谈到在圣化个人和基

督徒实践其使徒工作的使命中，工作所扮演的角色。它只着眼于正义在劳资关系中的重要性、

工人阶级所应有的权益、财产的私有权、资本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了抗衡社会主义和自

由主义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而伸张人的尊严和自由。然而这些命题都有赖于人对工作有深入的

了解：工作是人类的一个活动，目的在于使受造界变得完善，以及服务家庭、服务社会；借着

工作，人类发掘自己的德行、与天主结合、协助他人寻找天主，改善世界。可是，教会在训导

上或实行上要对这些想法有所进展，则要再待数十年才正式出现。 

二十世纪与「圣化工作」 

在谈到在俗信友的日常工作时首次用「圣化工作」一词的，是教宗庇护十一世在 1927 年 1 月

31 日对一羣公教进行会的年青工人演讲时。该篇演词现存的版本，只有刋于 1927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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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罗马观察报的一篇撮要，其中有以下的词句：「得享与基督延绵不断的接触的秘诀……就是

圣化个人日常的工作……Qui laborat orat 谁人工作，谁人就是在祈祷，意思就是：把工作成为

祈祷……当人工作时，他很容易圣化自己。他只需有为天主工作的良好意向，和保持与祂合而

为一就够了；他只需避免违反任何德行、因而冒犯天主圣心和圣目的东西就够了……祂只用了

很短的时间、只有几年的时间、是祂在世上生活的最后三年，也是在祂临别前，祂才教训人，

为人受苦，为人舍命。至于其他时间，祂花了在工作上，作为我们的榜样，好使所有人都能模

仿祂，与雇员们、工人们每天都工作一样。耶稣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一样。既然如此，我们怎

能不放胆说：当一生的辛劳真的是以属灵为归依时，这一生就是属灵的一生呢？」 

这番话所含有的训导，与当代教会的迥然不同。它不是出于一份通谕或其他重要文件，甚至该

篇演讲的讲词也没有全篇被刋登出来，而且教宗庇护十一世也没有强调这些说话，或再次谈到

它。 

或许，教宗庇护十一世这个划时代的「圣化工作」的观点，对他个人和对听他演说的一羣公教

进行会会员来说是有较大意义的。这个名词对他们来说不算是新颕的。自从1925年起，由 Joseph 

Cardijn 创办的公教青年运动（该运动日后与公教进行会合并）就已经谈及「圣化工作」，就是

说，把工作转化为祈祷。所以我们合理地可以想象到，教宗庇护十一世在上述 1927 年的演讲

中所用的各个词语，其意义与在场听众所理解的意义一样。 

若然这样，「圣化工作」一词就受到两个规限了。首先，它所指的惟劳力的工作而已；劳心的

工作不被包括其内。这个规限严重地影响了它的本意。由于劳力的工作往往可以让人一方面工

作，一方面祈祷，所以圣化工作就被人理解为人在工作的同时也做祈祷。的确，一名在这个议

题上的专家 Gerard Philips 说，或许在那个时代，人着眼于如何让俗世生活涂上一层宗教的色

彩，犹如热心教友们在工作时念些短诵或做一些口祷一样；而更重要的却是如何圣化工作本身。

后者正是圣施礼华自 1928 年起开始教导的，详见本文下段。 

第二个规限就是：Cardijn 在那些年所付出的努力，旨在为工作设立一些堪称为架构和条件的

东西，好使工作不会伤害到工人的基督徒身分。他致力成立一些类似工会的运动，以求抵挡马

克斯主义在工厂内的影响。由此也可以顺带提前一说，这有别于圣施礼华的想法。对圣施礼华

来说，首要的是教导基督徒如何在其林林总总的工作实况中，各人圣化自己的工作。 

必须一提的是：在教宗庇护十一世作上述演讲的那个时代，教会神学并未有把圣化日常工作这

个概念，与本文先前所谈的圣洗圣事带给人的恩赐 ── 即人与天主圣父之间的神圣父子关系，

和信友的普通司祭职 ── 互相连系起来。若要充分地给生活在俗世的人解释如何圣化他们的

工作，这个连系是不可或缺的。直到某一天，一个圣人出来了；天主的圣意就是要他给这个问

题作出贡献…… 

圣施礼华的教导 

第一个把圣化工作的训导建基于圣洗神学，并且毕生著作都是围绕着这个题目的作者就是主业

团创办人圣若瑟玛利亚施礼华（1902-1975）。他的著作中有以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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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在 1928 年使主业团出现了，以提醒基督徒，正如我们在创世纪中所读到的，

天主造人，是为了要人工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叫人再度注意耶稣给人作的榜样：

祂在纳匝肋花了三十年，从事一个木匠的工作。在祂的圣手中，一份职业工作，无异

于生活在全世界千百万人所干的职业工作，就被转化成为一个由天主自己从事的职务。

工作成为了上主救赎我们的一个环节，成为了一条我们得救的渠道。主业团的精神反

映一个令人惊讶的现实（它已经在许多个世纪以来，被许多基督徒忘掉了），就是任

何正直的、值得人去做的工作，都可以被转化成为一个天主做的事业……对绝大多数

的人来说，成圣意味着圣化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圣化自己，以及借着工作去圣化他

人。」（圣施礼华，《与施礼华蒙席会谈》，55） 

圣施礼华第一次谈及工作与成圣之间的关连，是在他于 1933 年 3 月所写的一段笔记中。那时

他写道：「工作圣化人」。他在此之前有没有就这个话题写过什么呢？如果有的话，他所写的可

没有被保留下来了，因为他销毁了一本比此更早期的笔记本。然而他多次说过，从他创办主业

团起，他就开始在讲道中说及工作与成圣：「自从 1928 年起，我的讲道就是……主业团的精神

是建基于圣化平凡的工作的。」（圣施礼华，《与施礼华蒙席会谈》，34） 

在已经出版了的芸芸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 1939 年出版的《道路》一书里有下述的表达：「以

超性的动机去作你日常的专业工作，你便圣化了你的工作」（圣施礼华，《道路》，359）。在这

本小册子記載的對話中，范康仁蒙席就這一點作了一個深入而詳細的論述，又討論了聖施禮華

其他重要的說話。以下兩段尤為值得在此引述： 

「人類不應該自囚於物質生產的牢籠。工作誕生於愛的表現，又以愛為依歸。」（圣施

礼华，《基督刚经过》，48） 

「我永不厭倦地重申：我們應當是身在世間，心在默禱，我們是化工作為祈禱的靈魂。」

（圣施礼华，《犁痕》，497） 

以下一句节录自圣施礼华的一篇讲道的说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上述两段：「在最平凡不过的

事情里面隐藏着的，是一些神圣的、属于天主的东西，要靠你们每一个人去把它找出来了」（圣

施礼华，《与施礼华蒙席会谈》，114）。这「神圣的东西」应该成为任何在工作中追求圣德的基

督徒的祈祷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样，工作和祈祷才可以两者合而为一；而两者合而为一的地

方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与「根基」（圣施礼华，《基督刚经过》，102）── 即圣体圣事。

的确，对圣施礼华来说，职业工作若能化为祈祷，它就等同弥撒圣祭的延续。那薀藏在他内心

深处的理想得以实现的方法就是：「把基督安放在人类一切活动的顶端和中心点」（圣施礼华，

1940 年 3 月 11 日的书信，12-13；另参阅《炼炉》，678 及 685），使祂能够吸引众人来归向祂

（参阅若 12:32）。 

在圣施礼华的教导里，圣化工作是一个人在俗世中成圣的「枢纽」。因此，圣化工作，与圣洗

圣事带给人的恩赐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这个教导在神学上的丰盈价值，就是在于把圣化

工作和圣洗恩宠相连起来。使我们得以分享基督的圣子的名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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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伯后 1:4）的神圣天父子女情怀，让我们视工作为天主的一个子女所做的工作，一种「天主

的事业」（《与施礼华蒙席会谈》，55）。而基督徒的普通司祭职，就是他们分享基督的司祭职，

亦即是各人向天主奉献自己的工作，藉此参与基督大司祭的奉献。就是这样，他们参与圣化他

人，以及按天主的圣意去塑造社会、塑造世界这个使命。 

换句话说，普通司祭职让基督徒以天主子女的身分去继承天主的产业，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

我们的：它是天主的化工的成果，而祂把世界赐给了我们，作为我们的产业」（圣施礼华，1946

年 4 月 30 日的书信）。因此，如果视圣化工作为基督徒给天主圣神的行动的回应，那么它就是

天主子女们受召去以实践自己的司祭职来继承这些产业而去工作。 

圣施礼华不但是梵二关于普世成圣 ──「……在梵二各种教训中最具特色者，和梵二的终极

目标」（教宗圣保禄六世，1969 年 3 月 19 日 Sanctitas Clarior 自动谕）── 的教导的先驱。他

的教导也给教会的这个教理往后的发展提供了、并且继续提供亮光 ── 一个在神学上的参照

点，即所谓 locus theologicus。从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于 1981 年 9 月 14 日颁布的《论人的工

作》通谕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虽然这份通谕并没有直接引述圣施礼华的说话，但是它清

晰地回响着他的教导，尤其是在最末的一章「工作灵修的因素」里所讨论的：工作是分享造物

主的行动（第 25 段）、耶稣在纳匝肋工作的榜样（第 26 段）、以及从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看人

的工作（参阅第 27 段）。在《论人的工作》通谕颁布后，圣化工作这项教理就出现在 1992 年

出版的《天主教教理》中：「工作在基督的圣神内可以是圣化的方法，并给现世的事务带来生

机」（第 2427 条）。所以，这端信理今天已经成为基督徒教理的一部分。教宗方济各也给了这

个教理作见证。他说：化身成人的天主圣子在纳匝肋「以这种生活方式圣化了人类的劳动，并

为人类的发展，赋予劳动特别重要的价值。」（教宗方济各，2015 年 5 月 24 日《愿祢受赞颂》

通谕，98） 

现代神学可以循着这个方向努力，不是说要立定一些抽象的理论，而是要给信众们提供一些道

理，以鼓励他们圣化自己的平凡工作，藉此以福音的亮光去照耀生活在第三个千年里世世代代

的人。但与此同时，那些决志把圣化工作这个理想付诸实行的人的生活，的确也能推动神学家

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圣施礼华察觉到薀藏在天主交托给了他、愿他藉此服务教会的使命之内

的更新力量，也毕生致力于实践圣化工作，同时也力劝他人这样做。「将平凡的工作和刻苦奋

斗、默观生活合而为一 ── 这样做看似不可能，但是为了帮助世界与天主重修旧好是必须的 

── 以及将这平凡的工作转化为个人成圣和使徒工作的工具。这不是一个伟大的、高尚的理

想，值得为了它而终生努力吗？」（圣施礼华，1934 年 3 月 19 日的指导，33） 

这个呼声得到了正面的回应。生前是一个化学讲师的瓜达露佩欧提斯（1916-1975）在 2019 年

5 月 18 日被列真福品。其他正在静候教会类似的裁决的主业团成员包括生前为工程师的伊西

多禄索沙诺（1902-1943）、学生蒙瑟拉格拉塞思（1941-1959）、以及瑞士藉工程师东尼史伟富

（1938-1989）。汤玛斯及芭崎塔阿维拉夫妇两人在结婚五十多年、育有九个子女、在家庭生活

及职业生涯中展现了超凡的圣德榜样后，分别于 1992 及 1994 年去世，两人在去世时都圣德称

着。上述各人都努力奋斗去仿效耶稣、玛利亚、若瑟一家三口所活出的、工作与家庭生活的表

率，同时又见证了圣施礼华的、在教会内开拓了一条成圣道路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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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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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关于圣化工作的说话和影象 

（作者：Maria Aparecida Ferrari） 

录影片是摄制来供人观赏的，不是供人讨论的。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导入这本小册子的主要部分，

就是主业团监督、兼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校监范康仁蒙席在 2017 年 10 月 21 日与许多讲师

和学生的对话中就影片《工作的中心思想》（The Heart of Work）所作的评述。在那次对话中，

范康仁蒙席深入地讨论圣施礼华的教导，又解答了在场人士的问题。 

透过圣施礼华的声音和影像，影片《工作的中心思想》深入地硏讨工作作为人性和基督性的生

命的基础有什么意义；更确切地说，就是在工作里、和借着工作去争取圣德这个訉息的意义。 

工作是每个人的生命赖以扎根、和在其上建立的基础。所以毫不出奇地，这套关于圣施礼华如

何解释圣化工作的短片，能够唤醒观众切愿去身体力行他的讯息。 

从《工作的中心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圣施礼华谈话的人都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背景、和

从事各行各业。它也显示出记载于福音里的成圣召唤的普世性，以及工作在人回应这个召唤的

中心位置。以下就是圣施礼华怎样就天主交托给了他、着他广传众人的讯息所作的撮要：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成圣意味着圣化他们的工作，在这工作中圣化自己，以及借

着这工作圣化他人。由此，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与天主相遇。」（《与施礼华蒙席会

谈》，55） 

圣施礼华的教导既深且阔。它融合深邃的内容、简洁的表述和有效的解释，以说明在工作中寻

找圣德，以及借着工作转化社会这个意念。 

工作作为一个传播爱德的渠道 

观看这套影片的人都感觉到获邀去感同身受那些在影片中谈论自己职业的人所关切的、所期望

的事物：「我是个酿酒和卖酒的」，「我是个牙医，又是一个妈妈」，「我是半工半读的」，「我是

读经济的，现在受雇于一家电脑公司」，「我在一间大商场任职保安」，「我是个母亲，是个家庭

主妇，我的职业是公关」。所有对话都围绕着处身于不同境况中、从事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的

生活。 

在观众、影片中的发问者、和圣施礼华的回答三者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里，我们不难追溯出福

音记载的，天国好比「藏在地里的宝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

切，买了那块地」（玛 13:44）的痕迹。从工作乃天主的圣召这个角度来看，工作反映出一个事

实：天主造人，是要他「耕种、看守」（创 2:15），要他借着工作来在他步向成全的旅途上前进。

这个关于工作的前提，在影片的观众对圣施礼华和向他发问的人的一问一答所感受到的同理心

中充份地表露无遗。「在平凡的工作里找出圣德」这个理想的发现，就是发现「藏在地里的宝

贝」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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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施礼华没有说工作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它的而且确不是）；他明白又给人解释，在我们必须

藉天主圣宠的助佑去找出和赢取的各种「宝贝」中，什么东西是使工作最为突出的。我们可以

从他在影片里所说的第一句话得知这点： 

「1928 年 10 月 2 日，天主要主业团诞生世上了。那些愿意舍己为人，愿意使世上的

道路 ── 所有道路 ── 成为属于天主的道路……圣化所有高尚的工作、任何诚实

的工作、任何俗世的事务的基督徒，它动员他们起来。」（圣施礼华，1974 年 7 月 6 日

在智利圣地牙哥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有人率直地问：「神父，请给我们略谈一下我们平凡的工作，因为它可以是烦重的，有时候它

似乎不甚光彩……。」他的答复充满那令人信服，又能吸引听众的真实感： 

「我肯定你能够把每天的散文转化为……诗篇、转化为英勇的诗句。说你天天都是千

篇一律是不正确的。如果你把爱心注入每一天，那么每一天都会是独一无二的了。」

（圣施礼华，1974 年 7 月 6 日在智利圣地牙哥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劳心和劳力的工作，两者哪一种比较重要呢？就是以更多爱天主的情意去做的那

种。」（圣施礼华，1974 年 6 月 19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你的工作必须是做得好的。绝不马马虎虎 ──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马马虎

虎』这个说法。当你真心爱一位女子时，你不会送一件贱价的礼物给她。你会送给她

一件你必须做点牺牲才能得来的东西。好了。对于上主天主，如果我们想把自己的工

作奉献给祂，那么它必须是做得好的：以爱心去做，津津有味地做；而你从中也得以

维持生计，又能改善你家庭的生活。最重要的仍是：为了中悦天主。因为工作同时也

是祈祷，工作令你有尊严。」（圣施礼华，1974 年 7 月 13 日在秘鲁利马举行的聚会中

的讲话） 

「你的工作就是祈祷。你以热诚、为了爱 ── 为什么不也说：为了赚钱呢？── 而

做的工作也是补赎。有时候，它不是含有补赎的意味吗？对我来说，它有……」（圣施

礼华，1974 年 8 月 30 日在委内瑞拉卡拉卡斯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你向祂倾诉吧！向我主说：『我累了！我再不能继续下去了！』说：『主，这件事的结

果不对。如果是祢，祢会怎样做呢？』」（圣施礼华，1972 年 10 月 22 日在西班牙马德

里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圣施礼华的说话总结了 homo faber：即任何做工作的人 ── 不同类别的、不同世代的、不同

背景的、干着不同行业的人 ── 那人性和超性的两面。首先，他的说话强调工作是一个宝藏，

是属于人与生俱来的本性的，而且工作本来就是好的、是高尚的。其次，他的说话澄清了一点：

工作所引致的疲累是因为人犯了原罪，而且人必须把这种疲累转化为与基督一同救赎世界的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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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本身不是因为原罪才出现的。反之，它对于一个人的自我满足有着非常正面的意义： 

「工作，是人生在世的重要部分。工作，涉及奋斗努力，困顿烦恼，精疲力竭这些痛

苦争扎，与生俱有，并揭示罪恶现实与救赎必要的成份。然而工作本身，并非一种惩

罚，并非一种咀咒或折磨。持此惩罚观点者，是没有正确理解圣经……工作证明人的

尊严；工作证明人从天主手中领受的，宰制万物管辖权。工作给人带来发展体魄德智

的良机。工作是人团结合作的枢纽；是人赡养家庭的生计；是改进社会生活，促进人

类进步的利器。」（圣施礼华，《基督刚经过》，47） 

除了证明人身为天主的受造物的尊贵之外，工作也恢复了人对所有受造物，以及人热爱世界的

正面态度，包括热爱所有物质的东西，因为人可以把它们精神化；就是说：使它们变得完美，

及成为人成圣和使徒工作的机遇和凭借： 

「上主的圣意就是：我们的圣召驱动我们必须正面地看待整个受造界，必须热爱世界：

这是在基督宗教里的一部分。在你的工作里，在你建设这个俗世之城的努力中，你永

远不要失去欢乐。纵使你在同一时候，身为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的基

督的门徒（参阅迦 5:24），你仍然努力去保存对罪恶和慷慨做补赎的知觉，与那些基

督十字架的敌人（参阅斐 3:18）的虚假乐观态度相反；他们只会以社会进步和人的能

力去审度一切。」（圣施礼华，1959 年 1 月 9 日的书信，19） 

借着工作而获得成全 

天主祝圣了工作，使它成为原祖父母二人的一个召唤，一个圣召，去分享天主的创世工程（参

阅创 1:28）。工作是交托给了人类的一个使命，要人出于爱和以爱去履行它，使每天都成为新

的一天。建基于爱的工作会是尊贵的，其尊贵性会使人成全。这一点显露于工作者所需付出的

努力，甚至犠性。对于一个工作者来说，这一切都成为有正面意义的。这一点也显露于工作者

在工作的同时也可以与天主保持对话。圣施礼华说过，人在工作时所付出的爱心，会把每天的

散文转化为英勇的、历久常新的诗句。 

爱情能够圣化人 

圣施礼华对工作在个人成圣方面占着中心位置的理解，不是由于他神来的一笔，而是他经常地

默观耶稣在纳匝肋的隐居生活而获得的天主圣神的亮光： 

耶稣「多年的隐居生活不是无意义的，也不仅是为了准备往后数年的公开生活而已。

自从一九二八年，我就已领悟到，天主要使基督整个的一生都成为基督徒的典范，特

别是祂的隐居生活 ── 那一段祂和常人肩并肩工作的岁月。上主要许多人以经年累

月安静、平庸的生活作为自己圣召的证明。」（圣施礼华，《基督刚经过》，20） 

简而言之，基督也亲自肩负起来的工作，成为了我们的得救和成圣的途径。工作「成了人类修

德成圣的方法与途径……既有待圣化，又能够圣化。」（圣施礼华，《基督刚经过》，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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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味一下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谈及圣施礼华的教导时所说的话： 

「对于每一个愿意忠信地跟随主基督的信友来说，工厂、办公室、图书馆、实验室、

工场、家居，都可以转化为与上主相遇的地方。祂自己选择了过隐居的生活凡三十年。

有谁能够质疑，耶稣花在纳匝肋的时光不是祂救世使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呢？对

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每天的活动，纵使看起来枯燥乏味，重重复覆，了无新意，也

可以得蒙一层超性的意义，在某一方面来看，使它的容貎改变了。」（教宗圣若望保禄

二世，2002 年 1 月 12 日与主业团创办人圣施礼华诞生百周年纪念大会的参与者见面

时所说的话） 

方法就是：给自己的工作加上一层超性的动机 ── 爱天主，而这经常也包括服务他人。这个

爱主又爱人的动机并不会与工作的其他合理目标互相抵触：做得好的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赚

取到的金钱、生活的改善、赚取得来的职业声誉、以及对社会和文化等等的贡献。爱天主这个

超性动机就是那「贤者之石」，能够把可以腐朽为自私的各种表现，如虚荣心、追名逐利、驾

驭他人的欲望等等东西「点石成金」── 即是天主的光荣： 

「当人把忧虑及工作向主奉献，世界就会变得神圣。我不是常提麦得斯国王的神话吗？

他点指成金！尽管我们有个人的缺失，不也可以把所触摸到的事物，转变成超性功绩

的赏报！」（圣施礼华，《天主之友》，308） 

爱天主这个超性的动机显示出，若要圣化工作者和他的工作，只是把工作在技术层面做得好是

不够的。诚然，人有可能专注于技术上的完美和效率而疏忽、甚至忘掉工作的圣化层面。可是，

假若人不两者同时兼顾，工作将会是不完美的。如果工作者的完美意味着他在这两方面同样臻

致完美，那么超性层面的完美不可能是从外面加上去的，而是与技术层面的完美紧密结合起来，

使后者得到升华，同时又不会令它变质。如果没有爱，世界在物质上的进步是无甚价值的（参

阅格前 13:1-13）。 

对于人需要从工作中得到满足感，上述的分析也是其基础。超性的动机令人努力把工作做得尽

善尽美，明白到是天主正在利用他的才华、他的潜能、和他的各种限制。因此，圣化工作，基

本上不在于它是否在人性和技术的层面上尽善尽美，而是在于它是否为了爱天主、为了服务他

人而做。 

「在天主眼中，工作职务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工作的价值，都取决于工作时，所持

为天主而做的爱心，有多大多深」（圣施礼华，《犁痕》，487）。使任何正直的工作都堪当得以

圣化的正是如此： 

「然则请君勿忘，工作的尊严，植根于爱。人类特有的恩赋，在于能爱；在于能超越

游离流逝，朝生暮息之上。人能爱他人，能讲出一个情意盎然的『我』和『你』。人还

能爱天主。天主对人畅开天扉，让我们做祂家庭的一员。让我们能孝爱承欢，面对面

地与祂谈心。鉴于这个原因，人类不应该自囚于物质生产的牢笼。工作诞生于爱的表

现，又以爱为依归。」（圣施礼华，《基督刚经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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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的中心思想》影片中，圣施礼华用简短的、有力的、把精准的神学道理和具体实例二

合为一的句子来表达上述各项教训。他解释圣化工作的各种方法，都使人易于明白，易于实行

它。而且，他敏于察觉发问者内心的需要，有时候甚至在后者还没说完问题时。例如有一次有

人问：「我是一间公司的汔车驾驶员」── 圣施礼华立刻就让他看出他的职业可以带来的、实

际和超性的潜力： 

「你确保要做得好，认真地做，用使上主钟悦于你的方式去做。而你就会在你前往天

堂的道路上迈进一步。而有一天你会到达那里 ── 你会驾驶你的车子直达乐园。」

（圣施礼华，1975 年 2 月 14 日在委内瑞拉卡拉卡斯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在任何活动里，任何境况中，我们必须「使每时每刻 ── 甚至看似是平凡的时刻 ── 回响

着永生的活力。」（圣施礼华，《炼炉》，917） 

「人生的旅程……是一份荣耀的宝藏，天国的预尝……无论在任何处境，我们都可以

圣化自己的职业、工作、家庭生活，就算一些看来只有世俗价值的东西也不例外。」

（圣施礼华，《天主之友》，54） 

在这个人类学和神学背景下，正如范康仁蒙席在他的评述中说的，圣施礼华所教导和他所活出

的成圣召唤有两个层面。其一就是：人人都受召去成为圣人。其二：平凡的日常生活就是成圣

的渠道和机遇。任何正直的工作都可以被人转化成为神圣的，而基督徒的生活和行动的真正作

用不在于做事，而是在于借着做事而成为圣人。借着圣神的行动，众人渐渐地与天主共融，又

渐渐地与基督合而为一（参阅格后 3:18）。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味一下圣施礼华和爱德华多欧提斯兰达苏丽医生之间的一段简短对话。教

会已经开启了这位医生的列品案件。他离开了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在借着圣施礼华的感召而

成立的那瓦拉大学的医学系担任系主任。多年后，他在一次与圣施礼华的会面中说：「神父，

你之前叫我来邦不劳那成立一所大学。现在大学已经成立了。」圣施礼华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没有叫你成立一所大学，而是要你以成立一所大学来使自己成圣。」 

「我们必须是正直的、坚强的，在街道的中央、在我们的工作中侍奉上主，自己成为

友人们的好友，以及同事们的典范。」（圣施礼华，1974 年 7 月 13 日在秘鲁利马举行

的聚会中的讲话） 

天主召叫了教会中的平信徒去在构成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不同活动 ── 工作、对家庭的责任、

和社羣关系 ── 中成圣，而这需要他们在一切事上忠实正直。 

因此，在举行圣施礼华列圣品的庆礼的翌日，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给参与庆典的人羣的演讲

中强调：「上主拣选了圣施礼华去宣告普世成圣，去指出人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的活动是一条成

圣的道路。我们可以说：他是平凡生活的主保圣人。事实上，他确信，对于那些在信仰的背景

下生活的人来说，每一件事都是与天主相遇的一个时机，每一件事都是一个祈祷的动力。这样

来看，日常生活就显出了它那意想不到的伟大。成圣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教宗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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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保禄二世，2002 年 10 月 7 日与到访罗马参加圣施礼华列圣典礼的朝圣者见面时所说的

话） 

基督徒若要在工作中、借着工作成为圣人，与工作有关的伦理道德标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

受召要成为正直的人，要按照人性和基督的真理做事。影片中有一段是特别提到科硏工作的： 

「科学家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充满着对真理的热爱。它让他们在可能会出现的、令人不

安的情况面前昂首阔步，因为人对真诚正直的忠实，有时候是舆论所不喜爱的。」（圣

施礼华，1974 年 5 月 9 日在西班牙邦不劳那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事实上，人对真诚正直的忠实，必须是任何种类的工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份，正如圣施礼华

在一次与新闻从业员和传媒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说的： 

「我热爱新闻从业员。我向他们忠告过，他们要说真话。而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有千

百种情况，很多时候，人只可以半吞半吐，以免给这人或那人添麻烦……但是你们呢，

要确保永远不会说谎，永远不会为一个违反公义的情况抗辩。」（圣施礼华，1974 年 7

月 6 日在智利圣地牙哥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同样的忠实正直，也在一个妻子兼母亲的女士向圣施礼华谈到她照料家庭、在一间公司的公关

部门工作、以及自己灵修培育与虔敬生活之间作取舍的困难时，圣施礼华给她的忠告： 

「呀，你在公关工作之中，可以与上主天主有一个私人的关系啊！在你的心里找寻

祂吧。你要靠近我们在天之父。告诉祂你爱祂。每天重复地告诉祂。当你在地上做

公关工作时，你也是为天堂做着公关工作呀。」（圣施礼华，1974 年 7 月 1 日在巴西

圣保罗市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圣施礼华清楚指出，正因为工作是人的行为，当人一边工作、一边利用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去

祈祷 ── 是一个神圣的事实、是人以孝子之心和天主对话 ── 时，他的工作就成为被圣化

了的工作。引述圣施礼华的说话，这是因为「在最平凡不过的事情里面隐藏着的，是一些神圣

的、属于天主的东西，要靠你们每一个人去把它找出来了。」（圣施礼华，《与施礼华蒙席会谈》，

114） 

把工作转化为祈祷的意思就是，把热烈的爱，与履行自己的职务及个人责任的努力结合起来。

这样会有明确的、实际的意义： 

「我不是在讲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如果我们不奋力完成工作、不持续努力、不

维持开始时的热忱、不把工作做到最好，我们将不能达到 [靠近天主的] 目标。我

想，如果我们真的想去做，我们一定可以比最好的更优秀，因我们会用人为及超性

的方法，把工作无瑕地完成，将之奉献给主，一如细工雕琢的金线银丝，不论从那

方面看，也是赏心悦目的。」（圣施礼华，《天主之友》，63） 

这里所说的，如何把理想具体化地实现出来，尤其明显地出现在《工作的中心思想》影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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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施礼华如何回答一羣问他为什么基督徒有重大责任去读书，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借着

学业来接近天主： 

「我儿，你要我们躱懒吗？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每一个人自食其力。所以，

学生们和青年们必须读书。OK？」（圣施礼华，1972 年 10 月 24 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

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圣施礼华所指的不是人单凭一己意志，而是为了热爱天主而工作，察觉到学业和职业要人必需

付出的犠牲是具有救赎价值的，以及避免让这些努力损害自己内心的平安。「献上你的工作、

你的学业吧。而在你感到枯燥乏味的那一天，你要加倍热诚地努力。」（圣施礼华，1972 年 11

月 8 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我儿，有一天，在你身上会发生一件在每一个工作者身上同样会发生的事：你每一

天都会需要额外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就是说每天夜幕低垂时，你仍然有许多还没做完

的事。你不要烦恼；你要保持平静。在做完一件事之后，平平安安地开始做另一件，

犹如你只有这一件事要做。不要左顾右盼。要把眼前的事做得好。」（圣施礼华，1974

年 7 月 29 日在秘鲁利马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带领他人去得到圣德 

圣施礼华以圣化工作这个讯息来给所有人打开一个辽阔的视野，因为它意味着，任何工作都可

以让人从中发掘出它那能转化人、转化社会的巨大潜力： 

「只要世界上有人，就会有劳作的男女，从事各行各业，劳心的或劳力的，他们受到

召唤要圣化的，又要利用来圣化自己，和带领他人去与天主建立一个清简的关系的工

作。」（圣施礼华，1940 年 3 月 11 日的书信，35） 

「你们要到普天地去。在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可以居住的地方，我们都会找到可以让我

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应该在那里，欢乐地，满怀内心的平安，期望能带领许多人灵归

向基督。」（圣施礼华，1974 年 6 月 23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聚会中的讲

话） 

工作，任何工作，都是一条让天主子女抵达天堂的道路。可是他们不是各自孤单地上路，因为

要走这条通往天堂的道路而又不爱他人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履行与基督一同救赎、追求圣

德、和使徒工作这个由圣洗圣事赋与了我们的伟大使命，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方法。 

圣施礼华清楚地提醒众人，平信徒最重要的使徒工作，就是他们在工作中所做的使徒工作，就

是可堪典范地实践各种德行，尤其是爱德： 

「当人在每天的工作当中这样地生活，他们的基督徒行为就会成为好榜样、好的见

证，成为真正和有效地帮助到别人的东西。他们学习跟随基督『所行所教』（宗 1:1）

的足迹，把行为和说话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这四十年以来，我称这种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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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为『友情及信任的使徒工作』。」（圣施礼华，《与施礼华蒙席会谈》，62） 

因此，要作为一个良好的工作者，不单是要努力做得称职，及实践公义和正直，同时更要以爱

德去工作。如此，除了在其他领域上，天主的子女也会在他们的工作中，凭他们的果实而被辨

别出来（参阅玛 7:20）。 

「在一天里，去把你的职业工作献给天主，用使祂喜悦的方法奉献，你每天要把它

做得更好，以更多的正直之心、更大的努力、更热烈的感情，不只是想着你自己和

你的家庭，也想到其他人，想到整个社会。」（圣施礼华，1974 年 6 月 16 日在阿根

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聚会中的讲话） 

这个把基督的精神带给他人和带到所有俗世事物的理想，握在每一个基督徒的手中。首先是因

为「任何高尚的工作，都能化成祈祷；而一切祈祷，都是使徒工作」（圣施礼华，《基督刚经过》，

10）。再者： 

「当你们执行任务，在社会上工作时，你们人人都可以把各自的职务，转化成真正

的服务。你们的工作，应该精益求精，关心他人的需要，充份利用科技文化方面的

先进成果。如此工作，只要动机是忘我无私，舍己为人，充满基督徒生活的精神，

便能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大有益于整个人类。」（圣施礼华，《基督刚经过》，166） 

基督徒受召去在俗世的中央追求圣德。他们的使命就是照亮、管理各种俗世事务，使它们可以

按着基督的救赎，以及对造物主和救世主的赞美而发展。 

「你身为基督徒公民的任务，是要协助做到基督的爱与自由，能够统率现代生活的

全部领域：文化与经济，工作与休息，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圣施礼华，《犁痕》，

302） 

返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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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与范康仁蒙席就圣施礼华圣化工作的对话 

 

Maria Aparecida Ferrari 教授：作为起点，我想邀请范康仁蒙席就我们刚刚看了首影的《工作

的中心思想》影片提供一些意见。 

范康仁蒙席：我想，圣施礼华有关圣化工作的讯息的重点机乎全部都在影片中出现了。首先，

工作是一件可以奉献给天主的东西，条件之一就是工作者尽力做好它。其次，所有工作都是重

要的，因为每一件工作的重要性在于人用几多爱心去做它。而最后，人借着工作去成圣，有赖

借着工作去服务他人。 

所有这些圣德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的要点都是一个较广阔的架构的一部份，就是普世成圣的召唤：

这个圣施礼华教导的一个主旨，也是福音的一个教导。圣施礼华生前经常强调，他的讯息，亦

即主业团的精神，就是「和福音一样是历久悠新的」（圣施礼华，《与施礼华蒙席会谈》，24）。

在他的思想、他的教导、和他的生命中，普世成圣不单是指其主观的方面，就是说所有人都受

召要成为圣人。毫无疑问，这一点是对的，但是这个召唤也含有一个客观的方面，就是平凡生

活的所有情况，都是成圣的方法、渠道、工具、机遇、和材料。在刚才播放的影片末段里，圣

施礼华说：「我的孩子们，天和地双接连的地方看似是在水平线；但不：它们双连的地方其实

是在你们的心内，当你们圣化你们的日常生活时。」（《与施礼华蒙席会谈》，116）。 

我想起 2011 年由导演罗兰佐夫（Roland Joffe）执导的，关于圣施礼华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

至 1939 年）的生活的电影《宽恕就是爱》（There Be Dragons），尤其是关于他获得天主的亮光

要去创办主业团的那一幕。那一刻，镜头集中在他书写「所有人」和「所有东西」两个字。所

有人都受召要成圣；所有人类的实事，任何一种正直的活动，都可以、且应该是一条导人成圣

的途径，一个遇上基督的时机。 

工作在圣化平凡生活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因为我们都花时间 ── 很长的时间 ── 在

工作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作所得来的成果对工作者和对其他人的影响。工作是普世成圣这个

召唤的重中之重。这一点，一如在创世记 ── 整套圣经的开端 ── 说明了的，是天主在定

出人类的计划时，就启示给人类了。在那里，我们学到了：世界的特征就是它与天主之间的基

本关系，以及原祖一男一女的受造就是为了组织家庭 ──「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创

1:28）── 以及工作 ──「叫他耕种，看守乐园」（创 2:15）。工作、家庭、加上与天主的关

系，就是承托着天主给人类定出的计划的、可以说是三根支柱。 

圣化工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圣施礼华在《道路》里写道：「以超性的动机去作你日常

的专业工作，你便圣化了你的工作」（《道路》，359）。这不单是指人在工作里面加揷一些外在

的、虔敬性的点缀，而是深入工作的目的：为了什么原因而做，从而决定该怎样去做。 

当圣施礼华谈到「超性的动机」时，他脑海想到的就是哲学所指的「目的因」（final cause）。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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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玛斯阿奎纳用拉丁文引述亚里士多德以下的说话：目的因就是 causa causalitatis in omnibus 

causis，直译就是「一切事情的起因的因由」（I Sent.，d.45，q.1，a.3 / V Metaph.，lect.3，§782）。

所以，「超性的动机」敲定了工作的本质和做法：这个动机驱使你工作，且好好地做，好好地

完成一件事务。 

所以，什么才是能够圣化工作的「超性的动机」呢？它不外是对天主的爱，以及紧密包含在这

爱内的服务他人。圣化你的工作就是这样而已：为了爱天主、为了服务他人而做；而这需要你

把工作做得好，正如圣施礼华经常说的：「专业地」去做。我们必须把工作做得好，因为「天

主不会接受粗制滥造的劣货」（天主之友，55）。我们不能奉献给祂做得马马虎虎的东西 ── 

忽略细节的、带有瑕疵的东西。 

当工作得到圣化时，它会有助工作者的成圣，也会成为协助他人成圣的工具。圣施礼华把这三

部份用以下的说话联合在一起：「……圣化他们的工作，在工作中圣化他们自己，又借着工作

圣化他人」（《与施礼华蒙席会谈》，55）。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若要为了爱天主、为了服务

他人而工作，又要把工作做得好，人必须实践各种德行。这会让他在灵修上进步：在凭天主圣

宠而得以提升了的各种人性德行方面，也藉由超性三德，首先是爱德。的确，圣施礼华说过：

「工作诞生于爱的表现，又以爱为依归」（《基督刚经过》，48）。这就是使工作成为一件真正神

圣的、又能圣化人的东西的根本源因。 

借着工作圣化他人，需要我们以把工作做得好来作为榜样，再加上对他人的友情。圣施礼华非

常强调基督徒做使徒工作的这一环节 ── 友情 ── 因为在有真正友情的地方，人就会和他

人分享自己的属灵经验，及他对基督的自我委身。 

啊，关于这些题目有很多话是可以说的，或许暂时说这些就够了。 

Santiago Sanz 教授：在数年前刋出的一份硏究报告里，你说明圣化工作不但是指人在工作时

做一些神圣的东西，而且也是要使工作本身 ── 工作这个行为 ── 成为是圣的。这样，工

作者就会变得神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人在工作时所处理的东西，它本身也在某方面变得

神圣呢？ 

范康仁蒙席：什么是神圣呢？这是一个辽阔的问题，但可以说，神圣就是归属天主。我们变得

神圣的程度，取决于我们靠着自由自主地回应天主圣宠而归属祂的程度有几多。所以，我们靠

着自由地回应天主圣宠而归属祂越多，我们就越神圣。至于工作时所处理的东西呢，它们变得

神圣的程度，就取决于我们把它们奉献给天主的程度有几多。世上的东西都已经是属于天主的

了，因为是祂创造了它们。但是借着人的自由行为，它们会增加一个崭新的层面。因着我们的

自由，工作本身，包括它物质的方面，都可以变得神圣，可以「更加」属于天主。 

我们也要从基督学的层面思考一下，这是基督宗教所必须的。人把工作奉献给天主，必然是透

过基督的。人向天主做奉献，就是人在履行其普通司祭职。而人履行其普通司祭职，也即是人

分享着基督的司祭职，所以它必然是在基督内履行的。人身为天主义子女这个事实就是人「在

基督之内」，此之所以被圣化了的工作，必然是「在基督之内」完成的工作。圣施礼华有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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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做一件工作前，会在内心深处，或念念有词地向耶稣说：「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吧，祢

和我两个」。对我们来说，与天主结合在一起的唯一方法就是透过基督。祂就是道路，是唯一

的中保；而我们也可以在某程度上成为中保，程度在于我们能够「在基督之内」、身为基督的

工具而把世界导向天主 ── 包括借着工作把世界导向天主 ── 的程度有几多。 

Pilar Rio 教授：基督徒生活中的钦崇天主和圣化工作，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连呢？ 

范康仁蒙席：我会说，工作的钦崇天主层面，基本上就是工作者履行他的普通司祭职。我们说

的是神灵上的钦崇：把工作奉献给天主是神灵上钦崇的一个行动。圣施礼华经常特别地指出奉

献工作和弥撒圣祭两者之间的关连。弥撒圣祭是灵修生活的中心和根基，所以它也是圣化工作

的中心和根基。 

圣施礼华的敎导的另一个要点就是一个人生活的合一。工作和参与弥撒圣祭是在不同时间做的，

那么我们怎样把两者合而为一呢？我们赖以圣化工作和圣化其他日常活动的精力，归根究底都

是来自圣体圣事的。所有「借着基督，在基督内」工作的精神力量都是来自圣体圣事；它是我

们赖以得救的祭献。 

Philip Goyret 教授：在二十世纪更新的教会学里，教会的使命被视为不但是拯救人灵，而且是

拯救整个人：人的灵魂、肉身、以及人与他人、与整个创造界的关系。对于把创造界引归造物

主这项任务，圣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知道你从教会的角度会怎样看这个问题。 

范康仁蒙席：首先，我们需要对教会有足够的理解。如果我们按照当时是神学教授的若瑟拉辛

格枢机的想法的话，教会的定义就会有三个方面。首先，它是「天主的子民」，一羣不寻常的

「子民」，因为他们既存在于许多的民族中，却又保持着它那独有的合一。其次，教会是「基

督的身体」。第三就是，教会是「至公的救恩圣事。」拉辛格枢机说，教会最好的定义就是「基

督的妙身」（参阅 1988 年纽约出版的 Church，Ecumenism，Politics，3-20 页）。而这并不是一

个比喻，因为我们真的是在基督内成为一个身体，分享着同一的生命，就是诸圣的相通。 

从教会学的层面来说，圣化工作在于诸圣的相通，因为我们有几活跃地作为基督妙身的一份子，

被圣化了的工作对于整个教会的正面影响就有几大。我们借着圣化自己的工作来构建个人的成

圣，就是圣化整个教会的方法。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会从其他每一个人的成圣中获益。我想

这就是教会学的层面的最根本方面。 

诸圣的相通也包括教会在天堂的那部份。但是当时间到了终结时，会出现的就是光荣。成圣的

真正目标就是光荣，不但是灵魂的，而且是肉身的光荣。那时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伯后 3:13）

── 是新的，不只是今世的延续 ── 而我们的肉身将会是光荣的。圣多玛斯说，人的肉身

将会因光荣而大大转变，以至我们的肉眼将会从天主圣身的效果中，主要是从光荣的基督妙身

中看见天主（参阅圣多玛斯·阿奎纳，IV Sent.，d.48，q.2，a.1，c）。 

Amalia Quevedo 教授：你提到亚里士多德，令我特别欣慰，因为我一生花了很多时间硏习亚

里士多德。他认为「『存有』可以用许多方式来说明」。我想知道你对亚里士多德这个观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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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 它的意义可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 有什么看法，以及它是不是与人分

辨必须的和偶有性的事物的能力有关连？ 

范康仁蒙席：我们必须避开那充斥在现代文化里的相对主义；它认为人只应视可从实验中求证

的事物为真理，其他事物是没有真伪之分的，你能说的只是感觉和个人意见而已。黑格尔从另

一个角度看，认为人的行为不是以真理为先，反而是先于真理。马克思更把这种思想推到极端。

我们必须淸楚知道，客观的真理是存在的。 

至于分辨必须的和偶有性的事物，有时候它的确是不很清晰的，原因之一是必须的事物往往是

藉由一些偶有性的事物显示出来。再者，有些偶有性的事物是必须的，纵使它是偶有性的。事

实就是，「偶有性」并不常是等同「多余」的、可以不要的。偶有的意思是，它只存在于另一

个存有之中。而有些存在于另一个存有的东西是必须的、与它不可分割的。 

Susan Hanssen 教授：Martin Schlag 教授昨天说，许多人不只是为了金钱而工作，而是为了一

个他们在天主面前，本着自己的良心，自由地承担起来的一个使命。从另一个角度，Robert Gahl

教授在他的演讲中指出工作的戏剧本性，因为工作是人在作为观赏者的天主面前做的。我们可

否说，跟据圣施礼华的教导，当我们工作时，天主就像一个观赏者般观看我们？ 

范康仁蒙席：天主是一个观赏者吗？如果「观赏者」的意思是袖手旁观，那么我想天主远远超

过一个观赏者。归根结底，天主常常是一个主角，甚至在我们毫不知情、或是不想知情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有赖于祂 ── 是祂维系我们继续存于世上。再者，在谈到圣化工作时，天

主的临在不但是指祂站在一旁，待我们向祂献上我们的工作。天主是与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内

里的。我们是与基督一起工作、在基督内工作。圣保禄说：「因为我们或者生，是为主而生，

或者死，是为主而死」（罗 14:8）。所以，我们与天主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等同我们与一个不

揷手的旁观者的关系。但是，如果「观赏者」的意思不只是一个在旁观看的人，而是好像圣父

一样，在天主圣三之内，观看着圣子和那些「在圣子内，成为天主义子」（梵二《论教会在现

代世界》牧职宪章，22）的人，那么，对的，我们可以这样说。 

Jose Ignacio Murillo 教授：圣施礼华教人在工作中做默观者。可是默观有一个必然是理智的层

面。所以我的问题是：在需要人聚精会神的智力工作中，人可以成为默观者吗？ 

范康仁蒙席：默观不只是一个智力的行为。对于圣多玛斯来说，它是 simplex intuitus veritatis

（S.Th. II-II，q.180，a.3，a.1），是 ex caritate procedens（III Sent.，d.35，q.1，a.2，sol.1），是

一个凭直觉，不是凭推论，而神视得到的真理。它发自爱情，是天主的恩赐。如果人做一件智

力工作的动力是爱，由于爱也可以存在于人脑力的工作中，所以人做该件工作时可以是默观。 

在我们刚看过的短片中，圣施礼华谈到把工作转化为祈祷。他不是指我们必须在工作时念些口

祷。纵使我们在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作为钦崇祭品奉献了给天主，如果我

们又与天主同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那件工作中默观祂，只要那份工作是发自爱情的。 

Rosario Polo 教授：圣施礼华所说的 quid divinum，那「在最平凡不过的事情里面隐藏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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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神圣的、属于天主的东西」，为了把工作转化为祈祷，就要靠每一个人去把它找出来的，

是什么呢（圣施礼华，《与施礼华蒙席会谈》，114）？ 

范康仁蒙席：我想，quid divinum（意思是「属于天主的东西」）（参阅《与施礼华蒙席会谈》，

114）有不同的意义，许多不同方面。从存在主义的、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会说，找出 quid divinum，

主要就是我们在每一件东西里找出天主怎样表达祂对我们的爱：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中、

在实际的职务中、在困难中。圣若望就宗徒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所经历过的作了某种总结：「我

们认识了，且相信了天主对我们所怀的爱」（若一 4:16）。寻找 quid divinum 的意思就是视他人

为天主钟爱的受造物；也是在人遇上的困难里看见隐藏在其中的、天主对我们的爱，纵使我们

不能理解这个挫折的原因，因为我们需要相信天主的爱，相信那看不见的。 

Jose Luis Illanes 教授：工作是人的活动，所以圣化工作的意思不是圣化「我正在制造的这张

桌子」，而是圣化我制造桌子这个活动，纵使两者是互相关连的。无论我是否以爱心去制造桌

子，桌子本身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在思考的就是：把工作做得好，是否就等于把东西基督化

呢？ 

范康仁蒙席：是的，圣化工作和借着工作圣化个人两者是互相关连的。工作者的活动使工作得

以圣化，而同时世界也得以更加靠近天主。有时候，工作所得的成果 ── 正如你所说的「这

张桌子」── 无论人是否以爱天主的心去做，它在物质上都会是一样的。但是，物质的东西

是透过我们才能归光荣于天主的。所以，一张人以爱天主的心来制造的桌子，与一张没有这种

爱心的是有所不同的。纵使两张桌子在物质上或许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想在它们与整个世界、

和与天主之间的关系上，它们是有所不同的。 

Maria Raffaella Dalla Valle 博士：当我们与不同于我们的人，包括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一起工

作时，我们该怎样做去尝试使他们接近耶稣呢？以说及天主怎样存在于万物之内、同时又是超

脱万物来作开始，是否一个好主意呢？ 

范康仁蒙席：这视乎你谈话的对象是个怎样的人。我想，第一步必然是友情。与其谈理论，不

如分享你自己的经验，说天主对于你来说是谁。如果你们两人之间有真正的友情，有一天你将

会可以分享一些能够让对方反思的问题。对任何人，你都必须祈祷，因为信德不是我们可以用

理性的辩论来令人接受的。 

Jose Tomas Martin de Agar 教授：在谈到把工作转化为祈祷并不只是一边工作、一边念口祷

时，我想起教宗本笃十六世关于祈祷所说过的话。他形容祈祷为人的内心或灵魂深入地向往天

主，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时都可以实现的。在这语境中，他又想起了东方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尤为

多做的「内心的祈祷」。我在思考的就是：圣化工作，可能就是把工作转化为内心的祈祷吧？ 

范康仁蒙席：我想起了圣奥斯定谈到福音里的 oportet semper orare et non deficere（路 18:1）：

要常常祈祷，不要灰心。人怎样可以常常祈祷呢？圣奥斯定写道：「当我们实践信、望、和爱

时，同时又不间断地坚持一个意欲，我们就是常常祈祷」（Ep. 130 ad Probam，9.18）。我们为

了爱天主，坚毅地爱天主而做事的程度有几多，我们祈祷的程度就有几多。要让工作成为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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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在工作时想着天主。把工作转化为祈祷的意思就是把它献给天主，为了爱天主而做，

以及尽己所能好好地完成它。 

Luis Manuel Calleja 教授：我想请你提一些意见，在圣施礼华与工作有关的教导中，哪一些是

尤为有意义或新颕的。 

范康仁蒙席：今天尤为重要的，就是工作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圣化工作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把工作做得好不只是一个工艺技术的问题，因为人类所有的工作都会有伦理的层面。不幸地，

在今天的世界里，许多行业的伦理层面都被人疏忽了。 

Massimo De Angelis 博士：我想你之前说过，我们在圣化工作时，也会圣化工作的成果。我在

思考的就是：这是不是指，透过工作，我们在某方面来说，成了世上事物的、和世界的同救赎

者呢？ 

范康仁蒙席：我们必须明白，同救赎不是指在基督已经完成了的救赎之上再加多一点东西，而

是指我们成为渠道，让基督救赎的功劳得以传递给他人。它所指的主要是人的救赎，是我们以

工作，以生活的方式去协助他人靠近天主，和靠近那些我们获享基督救赎的成果的各种方法 ─

─ 尤其是圣言和圣事。这就是同救赎的直接和具体的意思：协助他人前往救赎的成果的各种

源头。再者，我们也可以用比拟的说法谈到同救赎这个物质的世界，就是说，世界上物质的、

架构性的东西，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人走向天主。 

Fabiana Cristofari 教授：我在其内做事的那个组织，以不断的进步和增长作为基准和目标。我

想请问你：在一些勤劳和工作完美不代表圣化工作的地方里，什么才是能通往圣化工作的精髓

的、从理智出发的起步点呢？ 

范康仁蒙席：毫无疑问，问题的重心就是个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没有它，没有深信我们这个

与天主的、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发展的关系，圣化工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起步点必须是个人

与天主之间的关系。 

Maria Aparecida Ferrari 教授：现在是结束这一节的时后了。我想最好的结束方法首先就是感

谢圣施礼华。借着天主的圣宠，和借着这位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称为「平凡生活的主保圣人」

（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2002 年 10 月 7 日与到访罗马参加圣施礼华列圣典礼的朝圣者见面时

所说的话）的代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圣化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我感谢教宗方济各发送给

了我们的鼓励说话和降福。我又想特别地感谢我们的校监范康仁蒙席，他的出席给我们带来了

荣幸和欢乐。同时又感谢所有人 ── 组织者、技术人员、传译者 ── 他们在幕后静静而有

效的工作使到这个聚会得以进行。 

返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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