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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這本小册子的主要部分是主業團監督范康仁蒙席與一些大學教授就聖施禮華關於聖化工作的

教導的一次對話。對話是 2017年 10月 21日在羅馬舉行的，題為《工作的中心思想》（The Heart 

of Work）的國際會議末段的學術研討的一部分。 

在這段對話開始之前，Maria Aparecida Ferrari教授播放了一套也是名為《工作的中心思想》的

短片。該部由 Maria Villarino 監製的短片，輯錄了聖施禮華在 1974 年前後數年間多次與人羣

聚會時所攝得的錄影片段。這部短片在該國際會議中首影，作為這次與范康仁蒙席對話的小引。

此外，為了讓這本小册子的讀者們更加容易了解它的主題，小册子以會議主持人、羅馬宗座聖

十字架大學聖施禮華講座教授 Javier Lopez Diaz教授寫的《關於聖化工作的歷史和神學的小記》

作為開端。小册子以一系列基督宗教對工作的觀點，以及聖施禮華關於聖化平凡工作的教導的

文章目錄作結。 

我感謝所有參與組織這個大會的人士，尤其是大學的神學系和市場、文化及倫理研究中心。還

有大會的各講者；他們的演講稿辭已經被輯錄成一套合共五册的大會記錄。所有人都共同為教

宗方濟各在他給大會送來的訊息中所表達的願望作出了貢獻。教宗在他的訊息裡說：「對職業

工作在基督宗教裡的意義的反思探索，可以助人明白，任何工作都是一個讓人漸趨成熟、發展

人格、和個人滿足感的地方」（2017年 10月 19日）。 

我非常特別地想感謝我們的校監范康仁蒙席給我們的說話。他讓我們更加鞭辟入裡地體會到聖

施禮華有關聖化工作的教導，它對於教會來說是一個寶藏：一個價值無限的產業，好能讓人在

這第三個基督千年之初，憑著它去實踐傳播褔音於普世這個使命。 

宗座聖十字架大學校長 Luis Navarro神父教授 

2018年 10月 21日於羅馬 

返回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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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關於聖化工作的歷史和神學的小記 

（作者：Javier Lopez Diaz） 

這本小册子的主要部分是記錄與主業團監督范康仁蒙席討論聖化工作的一席話。我寫這篇小記

的目的是給讀者們提供一些關於聖化工作的背景資料。這些背景資料在於給當代神學和基督徒

的日常生活提出一些新頴和重要的理解和闡述。 

「聖化工作」這個名詞自古以來都是不見經傳的，直到數十年前它才首次出現。許多個世紀以

來，它都沒有在神學的著作中被人論述過。例如在 1950 年第一次出版的、合共六萬五千頁、

分載於三十册的「天主教神學字典」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olique中，並沒有「工作」

一詞的載錄。到了 1963年，「工作」的解述才在一本重要的神學字典中首次出現。其編者Marie-

Domini Chenu，O.P.神父在書中說：「在一本載錄神學的基礎概念的字典裡加揷了『工作』一詞

的說明實在是非常新頴的：是一個對於基督徒的認知和神學的反思都是有特殊意義的新概念。

在傳統的基督神學架構裡，它開拓了一條新道路，使最近才達成的、關於人在整個創造界和世

界歷史中扮演什麼角色的新觀念得以繼績發展。」 

這個歷時頗長的空檔時期為何會出現呢？簡單來說，在神學的領域上，平凡工作，一如平信徒

的聖召和他們的使命一樣，是被人遺忘了、忽略了。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但仍然是粗略地看看，

在「聖化工作」這個名詞在二十世紀出現之前，工作在基督徒生活及神學思想裡主要有什麼意

義。 

關於工作的兩個看法，以及基督宗教的看法 

關於工作，在基督降生之前，居於地中海沿岸的民族主要有兩個看法：一個是屬於以色列民族

的、源於聖經的看法；另一個是屬於希臘－羅馬文化的、主要是源於亞里士多德的看法。前者

視工作為有正面價值的，因為聖經的第一卷 ── 創世記說明了創造乃是天主的工作（參閱創

2:2），而人類的工作則是與天主的合作，一種天主創造工程的延續：「上主天主將人安置在伊甸

的樂園內，『叫他耕種，看守樂園』」（創 2:15）。雖然工作在人犯了原罪之後給人帶來了辛勞（參

閱創 3:17-19），但是它在聖經裡的尊榮並沒有因此而縮減。其他舊約經書也賞識了不同種類的

工作，又遣責了懶惰，縱使這些經書沒有說明工作乃是人類的歸宿。 

相反，對於希臘－羅馬文化來說，生產的工作只是奴隸才做的。奴隸被視為只是生產的工具。

自由人不會為了生活而要工作。他們有其他東西可以做，其中最高峰的就是哲學家們所做的、

對於真理的思考。 

天主聖子的降生決定性地照亮了人類的工作。化身成人的天主，大半生都是在納匝肋從事一個

匠人的工作（參閱谷 6:3）！當代的基督宗教思想正是在重新發現這一道亮光，好使它能照亮

今天的生活。這一道光使舊約聖經裡關於工作的解述得到完滿實現。在舊約聖經裡，創世的工

程以天主為經，以人類各種形式的參與和繼承為緯。但是，在新約聖經裡，工作是由降生成人

的天主聖子親自做的。祂延續了天主創世的工程，而世界正是「藉著祂，並且是為了祂而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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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 1:16）。因此，耶穌基督給人類顯示了工作在天主的計劃中的超然地位。工作是一件神

聖的東西；它不會配不上天主聖子的尊嚴。 

對基督徒來說，以上所說的有重大無比的意義。我們不再只是藉著自己的工作來延續天主的創

造工程，而是天主聖子活在每一個已經成為天主子女（參閱羅 8:15及迦 4:5）的人身上（參閱

迦 2:20），是祂在尊重他們各人所享有的自由的情況下，藉著他們去做事。的確，基督徒不只

是「聖子以外的其他子女」，而是「在聖子內成為天主義子」（梵二牧職憲章 22節），是分享作

為長子的基督（參閱羅 8:29）的兒子身份的人，及從基督的滿盈中領受恩寵（參閱若 1:16）。

正因如此，我們才能「聖化工作」；換一句話說：我們的工作才能成為「天主的事業」，成為神

聖的，改善世界的，和可以使那個做事的、身為天主一個子女的人增長聖德，就如在納匝肋的

耶穌基督，「在智慧和身量上，並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路 2:52） 

我們不但可以聖化自己的工作和藉著工作聖化自己，我們也可以藉著自己的工作去幫助別人成

聖。因著聖洗聖事，天主聖神使我們成為了天主的子女，也成為了基督的妙身 ── 即教會 ── 

的各部份，好使別人也是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如同一個身體的各個部位互相隸屬一樣。聖保

祿宗徒說：「我們既是子女，便是承繼者，是天主的承繼者，是基督的同承繼者。」（羅 8:17）

聖詠第二篇也宣告：「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你向我請求，我必將萬民賜你作產業，

我必將八極賜你作領地。」（詠 2:8） 

天主子女的產業就是這個世界，最重要的就是「萬民」：即是所有人。他們就是天主交托給了

每一個基督徒的豐盛產業，要他好好地照顧、服務他們，使他們進步，猶如一個天主的子女所

應該得到的照顧、服務、和進步一樣，在他們成聖的路上協助他們。而工作就是每一個基督徒

實踐這個責任的眾多方法之一，因為「工作是人團結合作的樞紐」（聖施禮華，《基督剛經過》，

47）。 

救贖使工作的意義更加豐盛 

上述有關工作在天主創世計劃中的、令人驚嘆的意義，在天主的救贖計劃裡則更上一層樓了。

天主聖子在肩負起工作的同時，也肩負了工作因人類犯罪而沾染了的艱辛，尤其是疲累。祂服

從了天主聖父的聖意，自己成為了一個完美的中保和大司祭（參閱第前 2:5 及希 4:14），為人

的抗命犯罪而做補贖，使人再度與天主共融（參閱羅 5:19）。耶穌基督以被釘在十字架上，流

盡寶血來顯示出祂奉命至死。同樣，祂在納匝肋也以汗流夾背的辛勞來奉命，藉此與祂日後在

十字架上的犧牲合而為一。祂的服從彰顯於祂在每天、每一時刻都專注地做該做的事情，同祂

日後在加爾瓦略山上犧牲性命一模一樣。祂每天的辛勞，並不是為了準備祂日後在加爾瓦略山

上的救贖，而是整個救贖工程的一部份。 

聖施禮華說：「這就是耶穌，身為『木匠的兒子』（瑪 13:55）生活了三十年的方式⋯⋯而祂就是

天主；在實踐救贖人類的工作，同時『吸引眾人來歸向祂』（若 12:32）」（聖施禮華，《基督剛

經過》，14）。同樣，我們可以說，因為基督徒藉著聖洗聖事而得以分享基督的司祭職，又受召

去與祂一同救贖世界（參閱伯前 2:5,9及哥 1:24），所以他們分擔救贖的方式，就是在工作中行



6 

使他們的普通司祭職，即是在工作中實行那召叫了他們去工作的天主父的聖意，把工作做得盡

善盡美，以天主子女應有的愛德去做，以與在彌撒聖祭中的聖體聖事呈現的十架犧牲聯合在一

起的情操去做。和基督一樣，基督徒也能夠把他們平凡的工作、日常生活轉化為一篇祈禱，一

台「彌撒」。 

基督宗教對工作的看法的歷史演變 

對於基督自己的、和基督徒的工作的神學，教會在最早期的幾百年並沒有一套有系統的探討。

然而，上文所述的一切其實都可以在新約聖經中找到，而且對於早期的基督徒來說並不是陌生

的。聖保祿宗徒力勸他們要工作（參閱德後 3:6-12），而且他自己也從事製造帳幕的行業（參

閱宗 18:3）。他們知道自己是天主的子女（參閱羅 8:15，迦 4:6，弗 1:3-23及若一 3:1-2），是基

督的同承繼者（參閱羅 8:17），是分享著基督司祭職的人（參閱伯前 2:5,9及希 3:14），而這一

切情況都不是與他們各人的工作脫節的，反而是藉著工作而得以展現出來的。 

當他們加入教會時，他們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工作或職業。相反，他們繼續幹著自己皈化前所做

的，正如戴都良在公元第二世紀末給他當代的人所寫的：「所以，我們與你們一起旅居在俗世

中，不會棄絕論壇、或屠場、或浴場、或街檔、或工場、或客棧、或星期市集、或任何其他商

業活動的場所。我們與你們一起揚帆出海、一起在擂台上博擊、一起耕種；我們也同樣地在你

們的不同事工上與你們並肩 ── 甚至在各種藝術的創作上，我們使我們憑創意所得到的產業

成為大眾的，使你們也得益。」在生活上，他們也沒有與其他人隔離，而是像另一篇公元第二

世紀的文章所描述的：「顯示出一種令人驚訝，和顯然地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生活方式」。他們

是世界的一份子，但卻不屬於世界（參閱若 17:15）。他們努力在生活中成為「合符基督的福音」

（斐 1:27）的市民。他們每個人都試圖藉著工作去在自己的同事間，在同事週圍廣傳信仰。他

們在這方面多麽努力，以至一個外教的哲學家 Celsus指責他們利用工作 ── 無論是鞋匠、教

師、洗衣服者或是其他各行各業 ── 為一件工具，在民居裡，在整個社會裡播種福音的種子。 

直到公元第四世紀末葉，這個情況仍然存在，例如金口聖若望在他的講道中，力勸信友們要在

日常生活中努力追求聖德。直到那時，信友們都活潑地察覺到自己因著聖洗聖事而得到聖化，

所以都受召要成聖（參閱格前 1:2），而成聖不外是他們藉著聖洗聖水所獲得的恩寵的展現。 

可是，從公元第四世紀開始，漸漸地有越來越多的基督徒放棄俗世生活，以隱居或修道方式來

跟隨基督 ── 雖然他們在數字上仍然是屬於少數。從此，一般信友從聖洗聖事領受了的各種

恩賜漸漸地被視為次等的了。基督徒如何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其他俗世活動中成長也漸漸地

被忽略了。受到重視的就是小部分人所獲得的各種修道聖召，他們的入會儀式，以及那些切合

各種修道聖召的祈禱、苦行、和實踐德行的方式。 

從公元第五世紀開始，當人談到工作時，所指的經常都是修道者所做的工作。本篤會所定的格

言「祈禱與工作」就是描述會士們每天的事務：誦經、學習、和勞動。勞動就是他們得以自給

自足和避免閒散的方法。然而對於生活在俗世的人在俗世所幹的工作的價值，或是如何將這些

工作轉化為祈禱，則鮮有提及。唯一有談到的是如何工作時工作、祈禱時祈禱，極其量只是如



7 

何在勞動時也一併做祈禱。 

經過了教父時代，由公元第八世紀開始，在修道院內發展的神學思想都是以上述的思維為依歸。

公元十二世紀打後，學院派神學首先在各地的主教座堂的附屬學校，繼而在各大學學府發展，

但是它同樣也沒有論及在俗人士的俗世工作。然而，一些以聖多瑪斯阿奎納為首的學院派神學

家，在一些例如基督徒與天主之間的父子關係，和信友們的普通司祭職等題目上，做了非常重

要的探討，成為日後討論聖化工作的基礎。但是，在神學的領域上，工作在普通基督徒生活中

的意義的明確探索則仍然欠奉。在中世紀時代，唯一可以視為對日常工作有正面看法的實例，

不是神學家們的教導，而是今天在一些主教座堂的大門上仍然可以看到的雕像，和其他一些藝

術品。這些關於平凡工作的刻劃，可以說是反映出世人對於工作的尊嚴的一種感覺，也意味著

他們直覺地以為工作與欽崇天主之間是有關係的。 

在史家稱為「現代時期」之初，信奉基督新教的人的想法，包含了他們對工作一種新的重視，

因為他們看到聖經清楚地視工作為一件有價值的東西（參閱創 2:15），而他們認為聖經是天主

啓示唯一的來源。可是馬丁路德和若翰加爾文都認為工作對於一個基督徒的得救與否是起不到

任何作用的。因此他們也不會談到「聖化工作」。路德「視人在俗世所做的工作自有它的功能，

但卻不是一個與救贖直接相關的功能。」而對加爾文來說，一個人辛勤的、做得好的工作，如

果得到天主的賞報而產生人性的實效，就是信德的一個「徵兆」，讓他能夠期望自己是屬於蒙

召的一羣。工作的意義僅此而已。 

公元十八世紀中葉冒起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大大地改變了從事生產的工作。無論在農業、紡織

業或其他行業，工作方式都從原始簡單的步驟改為利用著各種能源的、機械式的操作。結果出

現了兩個陣營的對壘：擁有資本和生產工具的顧主們，和在工廠或農地勞作的勞工階層。正如

馬克斯日後所說的，後者經常感到被剝削和隔離，得不到他們應有的尊嚴和勞動的成果。這種

兩極化的社會衝突，嚴重地影響了那些處身於這個歷史時刻的人對於工作的態度。 

處身於這種文化和社會當中的教會訓導當局，遂開始了對工作的論述。1891年，教宗良十三世

頒佈了《新事物》通諭，為教會的社會訓導打下了基礎。但是它仍然沒有談到在聖化個人和基

督徒實踐其使徒工作的使命中，工作所扮演的角色。它只著眼於正義在勞資關係中的重要性、

工人階級所應有的權益、財產的私有權、資本與工作之間的關係，以及為了抗衡社會主義和自

由主義兩個對立的意識形態而伸張人的尊嚴和自由。然而這些命題都有賴於人對工作有深入的

了解：工作是人類的一個活動，目的在於使受造界變得完善，以及服務家庭、服務社會；藉著

工作，人類發掘自己的德行、與天主結合、協助他人尋找天主，改善世界。可是，教會在訓導

上或實行上要對這些想法有所進展，則要再待數十年才正式出現。 

二十世紀與「聖化工作」 

在談到在俗信友的日常工作時首次用「聖化工作」一詞的，是教宗庇護十一世在 1927年 1月

31日對一羣公教進行會的年青工人演講時。該篇演詞現存的版本，只有刋於 1927年 2月 3日

的羅馬觀察報的一篇撮要，其中有以下的詞句：「得享與基督延綿不斷的接觸的秘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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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化個人日常的工作……Qui laborat orat誰人工作，誰人就是在祈禱，意思就是：把工作成為

祈禱……當人工作時，他很容易聖化自己。他只需有為天主工作的良好意向，和保持與祂合而

為一就夠了；他只需避免違反任何德行、因而冒犯天主聖心和聖目的東西就夠了……祂只用了

很短的時間、只有幾年的時間、是祂在世上生活的最後三年，也是在祂臨別前，祂才教訓人，

為人受苦，為人捨命。至於其他時間，祂花了在工作上，作為我們的榜樣，好使所有人都能模

仿祂，與僱員們、工人們每天都工作一樣。耶穌的生活與他們的生活一樣。既然如此，我們怎

能不放膽說：當一生的辛勞真的是以屬靈為歸依時，這一生就是屬靈的一生呢？」 

這番話所含有的訓導，與當代教會的迥然不同。它不是出於一份通諭或其他重要文件，甚至該

篇演講的講詞也沒有全篇被刋登出來，而且教宗庇護十一世也沒有強調這些說話，或再次談到

它。 

或許，教宗庇護十一世這個劃時代的「聖化工作」的觀點，對他個人和對聽他演說的一羣公教

進行會會員來說是有較大意義的。這個名詞對他們來說不算是新頴的。自從1925年起，由 Joseph 

Cardijn創辦的公教青年運動（該運動日後與公教進行會合併）就已經談及「聖化工作」，就是

說，把工作轉化為祈禱。所以我們合理地可以想像到，教宗庇護十一世在上述 1927 年的演講

中所用的各個詞語，其意義與在場聽眾所理解的意義一樣。 

若然這樣，「聖化工作」一詞就受到兩個規限了。首先，它所指的惟勞力的工作而已；勞心的

工作不被包括其內。這個規限嚴重地影響了它的本意。由於勞力的工作往往可以讓人一方面工

作，一方面祈禱，所以聖化工作就被人理解為人在工作的同時也做祈禱。的確，一名在這個議

題上的專家 Gerard Philips 說，或許在那個時代，人著眼於如何讓俗世生活塗上一層宗教的色

彩，猶如熱心教友們在工作時唸些短誦或做一些口禱一樣；而更重要的卻是如何聖化工作本身。

後者正是聖施禮華自 1928年起開始教導的，詳見本文下段。 

第二個規限就是：Cardijn 在那些年所付出的努力，旨在為工作設立一些堪稱為架構和條件的

東西，好使工作不會傷害到工人的基督徒身分。他致力成立一些類似工會的運動，以求抵擋馬

克斯主義在工廠內的影響。由此也可以順帶提前一說，這有別於聖施禮華的想法。對聖施禮華

來說，首要的是教導基督徒如何在其林林總總的工作實況中，各人聖化自己的工作。 

必須一提的是：在教宗庇護十一世作上述演講的那個時代，教會神學並未有把聖化日常工作這

個概念，與本文先前所談的聖洗聖事帶給人的恩賜 ── 即人與天主聖父之間的神聖父子關係，

和信友的普通司祭職 ── 互相連繫起來。若要充分地給生活在俗世的人解釋如何聖化他們的

工作，這個連繫是不可或缺的。直到某一天，一個聖人出來了；天主的聖意就是要他給這個問

題作出貢獻…… 

聖施禮華的教導 

第一個把聖化工作的訓導建基於聖洗神學，並且畢生著作都是圍繞著這個題目的作者就是主業

團創辦人聖若瑟瑪利亞施禮華（1902-1975）。他的著作中有以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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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在 1928 年使主業團出現了，以提醒基督徒，正如我們在創世紀中所讀到的，

天主造人，是為了要人工作。我們來到這裡，是為了叫人再度注意耶穌給人作的榜樣：

祂在納匝肋花了三十年，從事一個木匠的工作。在祂的聖手中，一份職業工作，無異

於生活在全世界千百萬人所幹的職業工作，就被轉化成為一個由天主自己從事的職務。

工作成為了上主救贖我們的一個環節，成為了一條我們得救的渠道。主業團的精神反

映一個令人驚訝的現實（它已經在許多個世紀以來，被許多基督徒忘掉了），就是任

何正直的、值得人去做的工作，都可以被轉化成為一個天主做的事業……對絕大多數

的人來說，成聖意味著聖化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聖化自己，以及藉著工作去聖化他

人。」（聖施禮華，《與施禮華蒙席會談》，55） 

聖施禮華第一次談及工作與成聖之間的關連，是在他於 1933年 3月所寫的一段筆記中。那時

他寫道：「工作聖化人」。他在此之前有沒有就這個話題寫過什麼呢？如果有的話，他所寫的可

沒有被保留下來了，因為他銷毀了一本比此更早期的筆記本。然而他多次說過，從他創辦主業

團起，他就開始在講道中說及工作與成聖：「自從 1928年起，我的講道就是……主業團的精神

是建基於聖化平凡的工作的。」（聖施禮華，《與施禮華蒙席會談》，34） 

在已經出版了的芸芸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 1939年出版的《道路》一書裡有下述的表達：「以

超性的動機去作你日常的專業工作，你便聖化了你的工作」（聖施禮華，《道路》，359）。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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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施

禮華，《基督剛經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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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施禮華，《犁痕》，497） 

以下一句節錄自聖施禮華的一篇講道的說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上述兩段：「在最平凡不過的

事情裡面隱藏著的，是一些神聖的、屬於天主的東西，要靠你們每一個人去把它找出來了」（聖

施禮華，《與施禮華蒙席會談》，114）。這「神聖的東西」應該成為任何在工作中追求聖德的基

督徒的祈禱的一部分，因為只有這樣，工作和祈禱才可以兩者合而為一；而兩者合而為一的地

方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與「根基」（聖施禮華，《基督剛經過》，102）── 即聖體聖事。

的確，對聖施禮華來說，職業工作若能化為祈禱，它就等同彌撒聖祭的延續。那薀藏在他內心

深處的理想得以實現的方法就是：「把基督安放在人類一切活動的頂端和中心點」（聖施禮華，

1940年 3月 11日的書信，12-13；另參閱《鍊爐》，678及 685），使祂能夠吸引眾人來歸向祂

（參閱若 12:32）。 

在聖施禮華的教導裡，聖化工作是一個人在俗世中成聖的「樞紐」。因此，聖化工作，與聖洗

聖事帶給人的恩賜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這個教導在神學上的豐盈價值，就是在於把聖化

工作和聖洗恩寵相連起來。使我們得以分享基督的聖子的名份、成為有份於天主性體的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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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伯後 1:4）的神聖天父子女情懷，讓我們視工作為天主的一個子女所做的工作，一種「天主

的事業」（《與施禮華蒙席會談》，55）。而基督徒的普通司祭職，就是他們分享基督的司祭職，

亦即是各人向天主奉獻自己的工作，藉此參與基督大司祭的奉獻。就是這樣，他們參與聖化他

人，以及按天主的聖意去塑造社會、塑造世界這個使命。 

換句話說，普通司祭職讓基督徒以天主子女的身分去繼承天主的產業，因為「這個世界是屬於

我們的：它是天主的化工的成果，而祂把世界賜給了我們，作為我們的產業」（聖施禮華，1946

年 4月 30日的書信）。因此，如果視聖化工作為基督徒給天主聖神的行動的回應，那麼它就是

天主子女們受召去以實踐自己的司祭職來繼承這些產業而去工作。 

聖施禮華不但是梵二關於普世成聖 ──「……在梵二各種教訓中最具特色者，和梵二的終極目

標」（教宗聖保祿六世，1969年 3月 19日 Sanctitas Clarior自動諭）── 的教導的先驅。他的

教導也給教會的這個教理往後的發展提供了、並且繼續提供亮光 ── 一個在神學上的參照點，

即所謂 locus theologicus。從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於 1981年 9月 14日頒佈的《論人的工作》

通諭中，我們已經看到這一點。雖然這份通諭並沒有直接引述聖施禮華的說話，但是它清晰地

迴響著他的教導，尤其是在最末的一章「工作靈修的因素」裡所討論的：工作是分享造物主的

行動（第 25段）、耶穌在納匝肋工作的榜樣（第 26段）、以及從基督的十字架和復活看人的工

作（參閱第 27段）。在《論人的工作》通諭頒佈後，聖化工作這項教理就出現在 1992年出版

的《天主教教理》中：「工作在基督的聖神內可以是聖化的方法，並給現世的事務帶來生機」

（第 2427條）。所以，這端信理今天已經成為基督徒教理的一部分。教宗方濟各也給了這個教

理作見證。他說：化身成人的天主聖子在納匝肋「以這種生活方式聖化了人類的勞動，並為人

類的發展，賦予勞動特別重要的價值。」（教宗方濟各，2015 年 5 月 24 日《願祢受讚頌》通

諭，98） 

現代神學可以循著這個方向努力，不是說要立定一些抽象的理論，而是要給信眾們提供一些道

理，以鼓勵他們聖化自己的平凡工作，藉此以福音的亮光去照耀生活在第三個千年裡世世代代

的人。但與此同時，那些決志把聖化工作這個理想付諸實行的人的生活，的確也能推動神學家

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聖施禮華察覺到薀藏在天主交托給了他、願他藉此服務教會的使命之內

的更新力量，也畢生致力於實踐聖化工作，同時也力勸他人這樣做。「將平凡的工作和刻苦奮

鬥、默觀生活合而為一 ── 這樣做看似不可能，但是為了幫助世界與天主重修舊好是必須的 

── 以及將這平凡的工作轉化為個人成聖和使徒工作的工具。這不是一個偉大的、高尚的理想，

值得為了它而終生努力嗎？」（聖施禮華，1934年 3月 19日的指導，33） 

這個呼聲得到了正面的回應。生前是一個化學講師的瓜達露佩歐提斯（1916-1975）在 2019年

5 月 18 日被列真福品。其他正在靜候教會類似的裁決的主業團成員包括生前為工程師的伊西

多祿索沙諾（1902-1943）、學生蒙瑟拉格拉塞思（1941-1959）、以及瑞士藉工程師東尼史偉富

（1938-1989）。湯瑪斯及芭崎塔阿維拉夫婦兩人在結婚五十多年、育有九個子女、在家庭生活

及職業生涯中展現了超凡的聖德榜樣後，分別於 1992及 1994年去世，兩人在去世時都聖德稱

著。上述各人都努力奮鬥去仿效耶穌、瑪利亞、若瑟一家三口所活出的、工作與家庭生活的表

率，同時又見證了聖施禮華的、在教會內開拓了一條成聖道路的教導。 



11 

返回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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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關於聖化工作的說話和影象 

（作者：Maria Aparecida Ferrari） 

錄影片是攝製來供人觀賞的，不是供人討論的。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導入這本小册子的主要部分，

就是主業團監督、兼羅馬宗座聖十字架大學校監范康仁蒙席在 2017年 10月 21日與許多講師

和學生的對話中就影片《工作的中心思想》（The Heart of Work）所作的評述。在那次對話中，

范康仁蒙席深入地討論聖施禮華的教導，又解答了在場人士的問題。 

透過聖施禮華的聲音和影像，影片《工作的中心思想》深入地硏討工作作為人性和基督性的生

命的基礎有什麼意義；更確切地說，就是在工作裡、和藉著工作去爭取聖德這個訉息的意義。 

工作是每個人的生命賴以紥根、和在其上建立的基礎。所以毫不出奇地，這套關於聖施禮華如

何解釋聖化工作的短片，能夠喚醒觀眾切願去身體力行他的訊息。 

從《工作的中心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與聖施禮華談話的人都來自不同地方、不同背景、和

從事各行各業。它也顯示出記載於福音裡的成聖召喚的普世性，以及工作在人回應這個召喚的

中心位置。以下就是聖施禮華怎樣就天主交托給了他、著他廣傳眾人的訊息所作的撮要： 

「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成聖意味著聖化他們的工作，在這工作中聖化自己，以及藉

著這工作聖化他人。由此，他們可以在日常生活裡與天主相遇。」（《與施禮華蒙席會

談》，55） 

聖施禮華的教導既深且闊。它融合深邃的內容、簡潔的表述和有效的解釋，以說明在工作中尋

找聖德，以及藉著工作轉化社會這個意念。 

工作作為一個傳播愛德的渠道 

觀看這套影片的人都感覺到獲邀去感同身受那些在影片中談論自己職業的人所關切的、所期望

的事物：「我是個釀酒和賣酒的」，「我是個牙醫，又是一個媽媽」，「我是半工半讀的」，「我是

讀經濟的，現在受僱於一家電腦公司」，「我在一間大商場任職保安」，「我是個母親，是個家庭

主婦，我的職業是公關」。所有對話都圍繞著處身於不同境況中、從事各行各業的、普通人的

生活。 

在觀眾、影片中的發問者、和聖施禮華的回答三者之間形成的互動關係裡，我們不難追溯出福

音記載的，天國好比「藏在地裡的寶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來，高興地去賣掉他所有的一

切，買了那塊地」（瑪 13:44）的痕跡。從工作乃天主的聖召這個角度來看，工作反映出一個事

實：天主造人，是要他「耕種、看守」（創 2:15），要他藉著工作來在他步向成全的旅途上前進。

這個關於工作的前提，在影片的觀眾對聖施禮華和向他發問的人的一問一答所感受到的同理心

中充份地表露無遺。「在平凡的工作裡找出聖德」這個理想的發現，就是發現「藏在地裡的寶

貝」的一個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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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施禮華沒有說工作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它的而且確不是）；他明白又給人解釋，在我們必須

藉天主聖寵的助佑去找出和贏取的各種「寶貝」中，什麼東西是使工作最為突出的。我們可以

從他在影片裡所說的第一句話得知這點： 

「1928年 10月 2日，天主要主業團誕生世上了。那些願意捨己為人，願意使世上的

道路 ── 所有道路 ── 成為屬於天主的道路……聖化所有高尚的工作、任何誠實的

工作、任何俗世的事務的基督徒，它動員他們起來。」（聖施禮華，1974年 7月 6日

在智利聖地牙哥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有人率直地問：「神父，請給我們略談一下我們平凡的工作，因為它可以是煩重的，有時候它

似乎不甚光彩……。」他的答覆充滿那令人信服，又能吸引聽眾的真實感： 

「我肯定你能夠把每天的散文轉化為……詩篇、轉化為英勇的詩句。說你天天都是千

篇一律是不正確的。如果你把愛心注入每一天，那麼每一天都會是獨一無二的了。」

（聖施禮華，1974年 7月 6日在智利聖地牙哥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勞心和勞力的工作，兩者哪一種比較重要呢？就是以更多愛天主的情意去做的那

種。」（聖施禮華，1974年 6月 19日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你的工作必須是做得好的。絕不馬馬虎虎 ── 我不知道你們這裡有沒有『馬馬虎

虎』這個說法。當你真心愛一位女子時，你不會送一件賤價的禮物給她。你會送給她

一件你必須做點犧牲才能得來的東西。好了。對於上主天主，如果我們想把自己的工

作奉獻給祂，那麼它必須是做得好的：以愛心去做，津津有味地做；而你從中也得以

維持生計，又能改善你家庭的生活。最重要的仍是：為了中悅天主。因為工作同時也

是祈禱，工作令你有尊嚴。」（聖施禮華，1974年 7月 13日在秘魯利馬舉行的聚會中

的講話） 

「你的工作就是祈禱。你以熱誠、為了愛 ── 為什麼不也說：為了賺錢呢？── 而做

的工作也是補贖。有時候，它不是含有補贖的意味嗎？對我來說，它有……」（聖施禮

華，1974年 8月 30日在委內瑞拉卡拉卡斯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你向祂傾訴吧！向我主說：『我累了！我再不能繼續下去了！』說：『主，這件事的

結果不對。如果是祢，祢會怎樣做呢？』」（聖施禮華，1972年 10月 22日在西班牙馬

德里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聖施禮華的說話總結了 homo faber：即任何做工作的人 ── 不同類別的、不同世代的、不同背

景的、幹著不同行業的人 ── 那人性和超性的兩面。首先，他的說話强調工作是一個寶藏，

是屬於人與生俱來的本性的，而且工作本來就是好的、是高尚的。其次，他的說話澄清了一點：

工作所引致的疲累是因為人犯了原罪，而且人必須把這種疲累轉化為與基督一同救贖世界的機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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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本身不是因為原罪才出現的。反之，它對於一個人的自我滿足有著非常正面的意義： 

「工作，是人生在世的重要部分。工作，涉及奮鬥努力，困頓煩惱，精疲力竭這些痛

苦爭扎，與生俱有，並揭示罪惡現實與救贖必要的成份。然而工作本身，並非一種懲

罰，並非一種咀咒或折磨。持此懲罰觀點者，是沒有正確理解聖經……工作證明人的

尊嚴；工作證明人從天主手中領受的，宰制萬物管轄權。工作給人帶來發展體魄德智

的良機。工作是人團結合作的樞紐；是人贍養家庭的生計；是改進社會生活，促進人

類進步的利器。」（聖施禮華，《基督剛經過》，47） 

除了證明人身為天主的受造物的尊貴之外，工作也恢復了人對所有受造物，以及人熱愛世界的

正面態度，包括熱愛所有物質的東西，因為人可以把它們精神化；就是說：使它們變得完美，

及成為人成聖和使徒工作的機遇和憑藉： 

「上主的聖意就是：我們的聖召驅動我們必須正面地看待整個受造界，必須熱愛世界：

這是在基督宗教裡的一部分。在你的工作裡，在你建設這個俗世之城的努力中，你永

遠不要失去歡樂。縱使你在同一時候，身為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慾釘在十字架上的基

督的門徒（參閱迦 5:24），你仍然努力去保存對罪惡和慷慨做補贖的知覺，與那些基

督十字架的敵人（參閱斐 3:18）的虛假樂觀態度相反；他們只會以社會進步和人的能

力去審度一切。」（聖施禮華，1959年 1月 9日的書信，19） 

藉著工作而獲得成全 

天主祝聖了工作，使它成為原祖父母二人的一個召喚，一個聖召，去分享天主的創世工程（參

閱創 1:28）。工作是交托給了人類的一個使命，要人出於愛和以愛去履行它，使每天都成為新

的一天。建基於愛的工作會是尊貴的，其尊貴性會使人成全。這一點顯露於工作者所需付出的

努力，甚至犠性。對於一個工作者來說，這一切都成為有正面意義的。這一點也顯露於工作者

在工作的同時也可以與天主保持對話。聖施禮華說過，人在工作時所付出的愛心，會把每天的

散文轉化為英勇的、歷久常新的詩句。 

愛情能夠聖化人 

聖施禮華對工作在個人成聖方面佔著中心位置的理解，不是由於他神來的一筆，而是他經常地

默觀耶穌在納匝肋的隱居生活而獲得的天主聖神的亮光： 

耶穌「多年的隱居生活不是無意義的，也不僅是為了準備往後數年的公開生活而已。

自從一九二八年，我就已領悟到，天主要使基督整個的一生都成為基督徒的典範，特

別是祂的隱居生活 ── 那一段祂和常人肩並肩工作的歲月。上主要許多人以經年累

月安靜、平庸的生活作為自己聖召的證明。」（聖施禮華，《基督剛經過》，20） 

簡而言之，基督也親自肩負起來的工作，成為了我們的得救和成聖的途徑。工作「成了人類修

德成聖的方法與途徑……既有待聖化，又能夠聖化。」（聖施禮華，《基督剛經過》，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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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回味一下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談及聖施禮華的教導時所說的話： 

「對於每一個願意忠信地跟隨主基督的信友來說，工廠、辦公室、圖書館、實驗室、

工場、家居，都可以轉化為與上主相遇的地方。祂自己選擇了過隱居的生活凡三十年。

有誰能夠質疑，耶穌花在納匝肋的時光不是祂救世使命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呢？對

於我們來說也是一樣。每天的活動，縱使看起來枯燥乏味，重重覆覆，了無新意，也

可以得蒙一層超性的意義，在某一方面來看，使它的容貎改變了。」（教宗聖若望保祿

二世，2002年 1月 12日與主業團創辦人聖施禮華誕生百週年紀念大會的參與者見面

時所說的話） 

方法就是：給自己的工作加上一層超性的動機 ── 愛天主，而這經常也包括服務他人。這個

愛主又愛人的動機並不會與工作的其他合理目標互相牴觸：做得好的工作所帶來的滿足感、賺

取到的金錢、生活的改善、賺取得來的職業聲譽、以及對社會和文化等等的貢獻。愛天主這個

超性動機就是那「賢者之石」，能夠把可以腐朽為自私的各種表現，如虛榮心、追名逐利、駕

馭他人的慾望等等東西「點石成金」── 即是天主的光榮： 

「當人把憂慮及工作向主奉獻，世界就會變得神聖。我不是常提麥得斯國王的神話嗎？

他點指成金！儘管我們有個人的缺失，不也可以把所觸摸到的事物，轉變成超性功績

的賞報！」（聖施禮華，《天主之友》，308） 

愛天主這個超性的動機顯示出，若要聖化工作者和他的工作，只是把工作在技術層面做得好是

不夠的。誠然，人有可能專注於技術上的完美和效率而疏忽、甚至忘掉工作的聖化層面。可是，

假若人不兩者同時兼顧，工作將會是不完美的。如果工作者的完美意味著他在這兩方面同樣臻

致完美，那麼超性層面的完美不可能是從外面加上去的，而是與技術層面的完美緊密結合起來，

使後者得到昇華，同時又不會令它變質。如果沒有愛，世界在物質上的進步是無甚價值的（參

閱格前 13:1-13）。 

對於人需要從工作中得到滿足感，上述的分析也是其基礎。超性的動機令人努力把工作做得盡

善盡美，明白到是天主正在利用他的才華、他的潛能、和他的各種限制。因此，聖化工作，基

本上不在於它是否在人性和技術的層面上盡善盡美，而是在於它是否為了愛天主、為了服務他

人而做。 

「在天主眼中，工作職務本身，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任何工作的價值，都取決於工作時，所持

為天主而做的愛心，有多大多深」（聖施禮華，《犁痕》，487）。使任何正直的工作都堪當得以

聖化的正是如此： 

「然則請君勿忘，工作的尊嚴，植根於愛。人類特有的恩賦，在於能愛；在於能超越

游離流逝，朝生暮息之上。人能愛他人，能講出一個情意盎然的『我』和『你』。人還

能愛天主。天主對人暢開天扉，讓我們做祂家庭的一員。讓我們能孝愛承歡，面對面

地與祂談心。鑒於這個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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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施禮華，《基督剛經過》，48） 



16 

在《工作的中心思想》影片中，聖施禮華用簡短的、有力的、把精準的神學道理和具體實例二

合為一的句子來表達上述各項教訓。他解釋聖化工作的各種方法，都使人易於明白，易於實行

它。而且，他敏於察覺發問者內心的需要，有時候甚至在後者還沒說完問題時。例如有一次有

人問：「我是一間公司的汔車駕駛員」── 聖施禮華立刻就讓他看出他的職業可以帶來的、實

際和超性的潛力： 

「你確保要做得好，認真地做，用使上主鍾悅於你的方式去做。而你就會在你前往天

堂的道路上邁進一步。而有一天你會到達那裡 ── 你會駕駛你的車子直達樂園。」

（聖施禮華，1975年 2月 14日在委內瑞拉卡拉卡斯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在任何活動裡，任何境況中，我們必須「使每時每刻 ── 甚至看似是平凡的時刻 ── 迴響著

永生的活力。」（聖施禮華，《鍊爐》，917） 

「人生的旅程……是一份榮耀的寶藏，天國的預嚐……無論在任何處境，我們都可以

聖化自己的職業、工作、家庭生活，就算一些看來只有世俗價值的東西也不例外。」

（聖施禮華，《天主之友》，54） 

在這個人類學和神學背景下，正如范康仁蒙席在他的評述中說的，聖施禮華所教導和他所活出

的成聖召喚有兩個層面。其一就是：人人都受召去成為聖人。其二：平凡的日常生活就是成聖

的渠道和機遇。任何正直的工作都可以被人轉化成為神聖的，而基督徒的生活和行動的真正作

用不在於做事，而是在於藉著做事而成為聖人。藉著聖神的行動，眾人漸漸地與天主共融，又

漸漸地與基督合而為一（參閱格後 3:18）。 

在這裡，我們可以回味一下聖施禮華和愛德華多歐提斯蘭達蘇麗醫生之間的一段簡短對話。教

會已經開啓了這位醫生的列品案件。他離開了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在藉著聖施禮華的感召而

成立的那瓦拉大學的醫學系擔任系主任。多年後，他在一次與聖施禮華的會面中說：「神父，

你之前叫我來邦不勞那成立一所大學。現在大學已經成立了。」聖施禮華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沒有叫你成立一所大學，而是要你以成立一所大學來使自己成聖。」 

「我們必須是正直的、堅強的，在街道的中央、在我們的工作中侍奉上主，自己成為

友人們的好友，以及同事們的典範。」（聖施禮華，1974年 7月 13日在秘魯利馬舉行

的聚會中的講話） 

天主召叫了教會中的平信徒去在構成他們的日常生活的不同活動 ── 工作、對家庭的責任、

和社羣關係 ── 中成聖，而這需要他們在一切事上忠實正直。 

因此，在舉行聖施禮華列聖品的慶禮的翌日，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給參與慶典的人羣的演講

中強調：「上主揀選了聖施禮華去宣告普世成聖，去指出人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的活動是一條成

聖的道路。我們可以說：他是平凡生活的主保聖人。事實上，他確信，對於那些在信仰的背景

下生活的人來說，每一件事都是與天主相遇的一個時機，每一件事都是一個祈禱的動力。這樣

來看，日常生活就顯出了它那意想不到的偉大。成聖真的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的。」（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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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望保祿二世，2002年 10月 7日與到訪羅馬參加聖施禮華列聖典禮的朝聖者見面時所說的

話） 

基督徒若要在工作中、藉著工作成為聖人，與工作有關的倫理道德標準是不可或缺的，因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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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家們的生活和工作都充滿著對真理的熱愛。它讓他們在可能會出現的、令人不

安的情況面前昂首闊步，因為人對真誠正直的忠實，有時候是輿論所不喜愛的。」（聖

施禮華，1974年 5月 9日在西班牙邦不勞那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事實上，人對真誠正直的忠實，必須是任何種類的工作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正如聖施禮華

在一次與新聞從業員和傳媒工作人員的談話中說的： 

「我熱愛新聞從業員。我向他們忠告過，他們要說真話。而這是很困難的，因為有千

百種情況，很多時候，人只可以半吞半吐，以免給這人或那人添麻煩……但是你們呢，

要確保永遠不會說謊，永遠不會為一個違反公義的情況抗辯。」（聖施禮華，1974年

7月 6日在智利聖地牙哥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同樣的忠實正直，也在一個妻子兼母親的女士向聖施禮華談到她照料家庭、在一間公司的公關

部門工作、以及自己靈修培育與虔敬生活之間作取捨的困難時，聖施禮華給她的忠告： 

「呀，你在公關工作之中，可以與上主天主有一個私人的關係啊！在你的心裡找尋

祂吧。你要靠近我們在天之父。告訴祂你愛祂。每天重複地告訴祂。當你在地上做

公關工作時，你也是為天堂做著公關工作呀。」（聖施禮華，1974年 7月 1日在巴

西聖保羅市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聖施禮華清楚指出，正因為工作是人的行為，當人一邊工作、一邊利用工作中所發生的事情去

祈禱 ── 是一個神聖的事實、是人以孝子之心和天主對話 ── 時，他的工作就成為被聖化了

的工作。引述聖施禮華的說話，這是因為「在最平凡不過的事情裡面隱藏著的，是一些神聖的、

屬於天主的東西，要靠你們每一個人去把它找出來了。」（聖施禮華，《與施禮華蒙席會談》，

114） 

把工作轉化為祈禱的意思就是，把熱烈的愛，與履行自己的職務及個人責任的努力結合起來。

這樣會有明確的、實際的意義： 

「我不是在講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如果我們不奮力完成工作、不持續努力、不

維持開始時的熱忱、不把工作做到最好，我們將不能達到 [靠近天主的] 目標。我

想，如果我們真的想去做，我們一定可以比最好的更優秀，因我們會用人為及超性

的方法，把工作無瑕地完成，將之奉獻給主，一如細工雕琢的金線銀絲，不論從那

方面看，也是賞心悅目的。」（聖施禮華，《天主之友》，63） 

這裡所說的，如何把理想具體化地實現出來，尤其明顯地出現在《工作的中心思想》影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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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施禮華如何回答一羣問他為什麼基督徒有重大責任去讀書，他們應該怎樣做才能讓自己藉著

學業來接近天主： 

「我兒，你要我們躱懶嗎？我們必須在這個世界中生活，每一個人自食其力。所以，

學生們和青年們必須讀書。OK？」（聖施禮華，1972年 10月 24日在西班牙馬德里舉

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聖施禮華所指的不是人單憑一己意志，而是為了熱愛天主而工作，察覺到學業和職業要人必需

付出的犠牲是具有救贖價值的，以及避免讓這些努力損害自己內心的平安。「獻上你的工作、

你的學業吧。而在你感到枯燥乏味的那一天，你要加倍熱誠地努力。」（聖施禮華，1972年 11

月 8日在西班牙塞維利亞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我兒，有一天，在你身上會發生一件在每一個工作者身上同樣會發生的事：你每一

天都會需要額外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就是說每天夜幕低垂時，你仍然有許多還沒做完

的事。你不要煩惱；你要保持平靜。在做完一件事之後，平平安安地開始做另一件，

猶如你只有這一件事要做。不要左顧右盼。要把眼前的事做得好。」（聖施禮華，1974

年 7月 29日在秘魯利馬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帶領他人去得到聖德 

聖施禮華以聖化工作這個訊息來給所有人打開一個遼闊的視野，因為它意味著，任何工作都可

以讓人從中發掘出它那能轉化人、轉化社會的巨大潛力： 

「只要世界上有人，就會有勞作的男女，從事各行各業，勞心的或勞力的，他們受到

召喚要聖化的，又要利用來聖化自己，和帶領他人去與天主建立一個清簡的關係的工

作。」（聖施禮華，1940年 3月 11日的書信，35） 

「你們要到普天地去。在任何一個正直的人可以居住的地方，我們都會找到可以讓我

們呼吸的空氣。我們應該在那裡，歡樂地，滿懷內心的平安，期望能帶領許多人靈歸

向基督。」（聖施禮華，1974年 6月 23日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聚會中的講

話） 

工作，任何工作，都是一條讓天主子女抵達天堂的道路。可是他們不是各自孤單地上路，因為

要走這條通往天堂的道路而又不愛他人是不可能的。所以，為了履行與基督一同救贖、追求聖

德、和使徒工作這個由聖洗聖事賦與了我們的偉大使命，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方法。 

聖施禮華清楚地提醒眾人，平信徒最重要的使徒工作，就是他們在工作中所做的使徒工作，就

是可堪典範地實踐各種德行，尤其是愛德： 

「當人在每天的工作當中這樣地生活，他們的基督徒行為就會成為好榜樣、好的見

證，成為真正和有效地幫助到別人的東西。他們學習跟隨基督『所行所教』（宗 1:1）

的足跡，把行為和說話結合起來。這就是為什麼過去這四十年以來，我稱這種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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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為『友情及信任的使徒工作』。」（聖施禮華，《與施禮華蒙席會談》，62） 

因此，要作為一個良好的工作者，不單是要努力做得稱職，及實踐公義和正直，同時更要以愛

德去工作。如此，除了在其他領域上，天主的子女也會在他們的工作中，憑他們的果實而被辨

別出來（參閱瑪 7:20）。 

「在一天裡，去把你的職業工作獻給天主，用使祂喜悅的方法奉獻，你每天要把它

做得更好，以更多的正直之心、更大的努力、更熱烈的感情，不只是想著你自己和

你的家庭，也想到其他人，想到整個社會。」（聖施禮華，1974年 6月 16日在阿根

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聚會中的講話） 

這個把基督的精神帶給他人和帶到所有俗世事物的理想，握在每一個基督徒的手中。首先是因

為「任何高尚的工作，都能化成祈禱；而一切祈禱，都是使徒工作」（聖施禮華，《基督剛經過》，

10）。再者： 

「當你們執行任務，在社會上工作時，你們人人都可以把各自的職務，轉化成真正

的服務。你們的工作，應該精益求精，關心他人的需要，充份利用科技文化方面的

先進成果。如此工作，只要動機是忘我無私，捨己為人，充滿基督徒生活的精神，

便能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大有益於整個人類。」（聖施禮華，《基督剛經過》，166） 

基督徒受召去在俗世的中央追求聖德。他們的使命就是照亮、管理各種俗世事務，使它們可以

按著基督的救贖，以及對造物主和救世主的讚美而發展。 

「你身為基督徒公民的任務，是要協助做到基督的愛與自由，能夠統率現代生活的

全部領域：文化與經濟，工作與休息，家庭生活與社會關係。」（聖施禮華，《犁痕》，

302） 

返回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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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與范康仁蒙席就聖施禮華聖化工作的對話 

 

Maria Aparecida Ferrari教授：作為起點，我想邀請范康仁蒙席就我們剛剛看了首影的《工作

的中心思想》影片提供一些意見。 

范康仁蒙席：我想，聖施禮華有關聖化工作的訊息的重點機乎全部都在影片中出現了。首先，

工作是一件可以奉獻給天主的東西，條件之一就是工作者盡力做好它。其次，所有工作都是重

要的，因為每一件工作的重要性在於人用幾多愛心去做它。而最後，人藉著工作去成聖，有賴

藉著工作去服務他人。 

所有這些聖德與工作之間的關係的要點都是一個較廣濶的架構的一部份，就是普世成聖的召喚：

這個聖施禮華教導的一個主旨，也是福音的一個教導。聖施禮華生前經常強調，他的訊息，亦

即主業團的精神，就是「和福音一樣是歷久悠新的」（聖施禮華，《與施禮華蒙席會談》，24）。

在他的思想、他的教導、和他的生命中，普世成聖不單是指其主觀的方面，就是說所有人都受

召要成為聖人。毫無疑問，這一點是對的，但是這個召喚也含有一個客觀的方面，就是平凡生

活的所有情況，都是成聖的方法、渠道、工具、機遇、和材料。在剛才播放的影片末段裡，聖

施禮華說：「我的孩子們，天和地雙接連的地方看似是在水平線；但不：它們雙連的地方其實

是在你們的心內，當你們聖化你們的日常生活時。」（《與施禮華蒙席會談》，116）。 

我想起 2011年由導演羅蘭佐夫（Roland Joffe）執導的，關於聖施禮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1936

至 1939年）的生活的電影《寬恕就是愛》（There Be Dragons），尤其是關於他獲得天主的亮光

要去創辦主業團的那一幕。那一刻，鏡頭集中在他書寫「所有人」和「所有東西」兩個字。所

有人都受召要成聖；所有人類的實事，任何一種正直的活動，都可以、且應該是一條導人成聖

的途徑，一個遇上基督的時機。 

工作在聖化平凡生活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因為我們都花時間 ── 很長的時間 ── 在工

作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作所得來的成果對工作者和對其他人的影響。工作是普世成聖這個召

喚的重中之重。這一點，一如在創世記 ── 整套聖經的開端 ── 說明了的，是天主在定出人

類的計劃時，就啓示給人類了。在那裡，我們學到了：世界的特徵就是它與天主之間的基本關

係，以及原祖一男一女的受造就是為了組織家庭 ──「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創 1:28）

── 以及工作 ──「叫他耕種，看守樂園」（創 2:15）。工作、家庭、加上與天主的關係，就是

承托著天主給人類定出的計劃的、可以說是三根支柱。 

聖化工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聖施禮華在《道路》裡寫道：「以超性的動機去作你日常

的專業工作，你便聖化了你的工作」（《道路》，359）。這不單是指人在工作裡面加揷一些外在

的、虔敬性的點綴，而是深入工作的目的：為了什麼原因而做，從而決定該怎樣去做。 

當聖施禮華談到「超性的動機」時，他腦海想到的就是哲學所指的「目的因」（final cause）。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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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瑪斯阿奎納用拉丁文引述亞里士多德以下的說話：目的因就是 causa causalitatis in omnibus 

causis，直譯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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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性的動機」敲定了工作的本質和做法：這個動機驅使你工作，且好好地做，好好地

完成一件事務。 

所以，什麼才是能夠聖化工作的「超性的動機」呢？它不外是對天主的愛，以及緊密包含在這

愛內的服務他人。聖化你的工作就是這樣而已：為了愛天主、為了服務他人而做；而這需要你

把工作做得好，正如聖施禮華經常說的：「專業地」去做。我們必須把工作做得好，因為「天

主不會接受粗製濫造的劣貨」（天主之友，55）。我們不能奉獻給祂做得馬馬虎虎的東西 ── 忽

略細節的、帶有瑕疵的東西。 

當工作得到聖化時，它會有助工作者的成聖，也會成為協助他人成聖的工具。聖施禮華把這三

部份用以下的說話聯合在一起：「……聖化他們的工作，在工作中聖化他們自己，又藉著工作

聖化他人」（《與施禮華蒙席會談》，55）。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因為若要為了愛天主、為了服務

他人而工作，又要把工作做得好，人必須實踐各種德行。這會讓他在靈修上進步：在憑天主聖

寵而得以提昇了的各種人性德行方面，也藉由超性三德，首先是愛德。的確，聖施禮華說過：

「工作誕生於愛的表現，又以愛為依歸」（《基督剛經過》，48）。這就是使工作成為一件真正神

聖的、又能聖化人的東西的根本源因。 

藉著工作聖化他人，需要我們以把工作做得好來作為榜樣，再加上對他人的友情。聖施禮華非

常強調基督徒做使徒工作的這一環節 ── 友情 ── 因為在有真正友情的地方，人就會和他人

分享自己的屬靈經驗，及他對基督的自我委身。 

啊，關於這些題目有很多話是可以說的，或許暫時說這些就夠了。 

Santiago Sanz 教授：在數年前刋出的一份硏究報告裡，你說明聖化工作不但是指人在工作時

做一些神聖的東西，而且也是要使工作本身 ── 工作這個行為 ── 成為是聖的。這樣，工作

者就會變得神聖。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人在工作時所處理的東西，它本身也在某方面變得神

聖呢？ 

范康仁蒙席：什麼是神聖呢？這是一個遼闊的問題，但可以說，神聖就是歸屬天主。我們變得

神聖的程度，取決於我們靠著自由自主地回應天主聖寵而歸屬祂的程度有幾多。所以，我們靠

著自由地回應天主聖寵而歸屬祂越多，我們就越神聖。至於工作時所處理的東西呢，它們變得

神聖的程度，就取決於我們把它們奉獻給天主的程度有幾多。世上的東西都已經是屬於天主的

了，因為是祂創造了它們。但是藉著人的自由行為，它們會增加一個嶄新的層面。因著我們的

自由，工作本身，包括它物質的方面，都可以變得神聖，可以「更加」屬於天主。 

我們也要從基督學的層面思考一下，這是基督宗教所必須的。人把工作奉獻給天主，必然是透

過基督的。人向天主做奉獻，就是人在履行其普通司祭職。而人履行其普通司祭職，也即是人

分享著基督的司祭職，所以它必然是在基督內履行的。人身為天主義子女這個事實就是人「在

基督之內」，此之所以被聖化了的工作，必然是「在基督之內」完成的工作。聖施禮華有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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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做一件工作前，會在內心深處，或唸唸有詞地向耶穌說：「讓我們一起來做這件事吧，祢

和我兩個」。對我們來說，與天主結合在一起的唯一方法就是透過基督。祂就是道路，是唯一

的中保；而我們也可以在某程度上成為中保，程度在於我們能夠「在基督之內」、身為基督的

工具而把世界導向天主 ── 包括藉著工作把世界導向天主 ── 的程度有幾多。 

Pilar Rio教授：基督徒生活中的欽崇天主和聖化工作，兩者之間有什麼關連呢？ 

范康仁蒙席：我會說，工作的欽崇天主層面，基本上就是工作者履行他的普通司祭職。我們說

的是神靈上的欽崇：把工作奉獻給天主是神靈上欽崇的一個行動。聖施禮華經常特別地指出奉

獻工作和彌撒聖祭兩者之間的關連。彌撒聖祭是靈修生活的中心和根基，所以它也是聖化工作

的中心和根基。 

聖施禮華的敎導的另一個要點就是一個人生活的合一。工作和參與彌撒聖祭是在不同時間做的，

那麼我們怎樣把兩者合而為一呢？我們賴以聖化工作和聖化其他日常活動的精力，歸根究底都

是來自聖體聖事的。所有「藉著基督，在基督內」工作的精神力量都是來自聖體聖事；它是我

們賴以得救的祭獻。 

Philip Goyret教授：在二十世紀更新的教會學裡，教會的使命被視為不但是拯救人靈，而且是

拯救整個人：人的靈魂、肉身、以及人與他人、與整個創造界的關係。對於把創造界引歸造物

主這項任務，聖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知道你從教會的角度會怎樣看這個問題。 

范康仁蒙席：首先，我們需要對教會有足夠的理解。如果我們按照當時是神學教授的若瑟拉辛

格樞機的想法的話，教會的定義就會有三個方面。首先，它是「天主的子民」，一羣不尋常的

「子民」，因為他們既存在於許多的民族中，卻又保持著它那獨有的合一。其次，教會是「基

督的身體」。第三就是，教會是「至公的救恩聖事。」拉辛格樞機說，教會最好的定義就是「基

督的妙身」（參閱 1988年紐約出版的 Church，Ecumenism，Politics，3-20頁）。而這並不是一

個比喻，因為我們真的是在基督內成為一個身體，分享著同一的生命，就是諸聖的相通。 

從教會學的層面來說，聖化工作在於諸聖的相通，因為我們有幾活躍地作為基督妙身的一份子，

被聖化了的工作對於整個教會的正面影響就有幾大。我們藉著聖化自己的工作來構建個人的成

聖，就是聖化整個教會的方法。同時，我們每一個人也會從其他每一個人的成聖中獲益。我想

這就是教會學的層面的最根本方面。 

諸聖的相通也包括教會在天堂的那部份。但是當時間到了終結時，會出現的就是光榮。成聖的

真正目標就是光榮，不但是靈魂的，而且是肉身的光榮。那時會有一個「新天新地」（伯後 3:13）

── 是新的，不只是今世的延續 ── 而我們的肉身將會是光榮的。聖多瑪斯說，人的肉身將會

因光榮而大大轉變，以至我們的肉眼將會從天主聖身的效果中，主要是從光榮的基督妙身中看

見天主（參閱聖多瑪斯·阿奎納，IV Sent.，d.48，q.2，a.1，c）。 

Amalia Quevedo 教授：你提到亞里士多德，令我特別欣慰，因為我一生花了很多時間硏習亞

里士多德。他認為「『存有』可以用許多方式來說明」。我想知道你對亞里士多德這個觀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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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 它的意義可以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 ── 有什麼看法，以及它是不是與人分辨

必須的和偶有性的事物的能力有關連？ 

范康仁蒙席：我們必須避開那充斥在現代文化裡的相對主義；它認為人只應視可從實驗中求證

的事物為真理，其他事物是沒有真偽之分的，你能說的只是感覺和個人意見而已。黑格爾從另

一個角度看，認為人的行為不是以真理為先，反而是先於真理。馬克思更把這種思想推到極端。

我們必須淸楚知道，客觀的真理是存在的。 

至於分辨必須的和偶有性的事物，有時候它的確是不很清晰的，原因之一是必須的事物往往是

藉由一些偶有性的事物顯示出来。再者，有些偶有性的事物是必須的，縱使它是偶有性的。事

實就是，「偶有性」並不常是等同「多餘」的、可以不要的。偶有的意思是，它只存在於另一

個存有之中。而有些存在於另一個存有的東西是必須的、與它不可分割的。 

Susan Hanssen教授：Martin Schlag教授昨天說，許多人不只是為了金錢而工作，而是為了一

個他們在天主面前，本著自己的良心，自由地承擔起來的一個使命。從另一個角度，Robert Gahl

教授在他的演講中指出工作的戲劇本性，因為工作是人在作為觀賞者的天主面前做的。我們可

否說，跟據聖施禮華的教導，當我們工作時，天主就像一個觀賞者般觀看我們？ 

范康仁蒙席：天主是一個觀賞者嗎？如果「觀賞者」的意思是袖手旁觀，那麼我想天主遠遠超

過一個觀賞者。歸根結底，天主常常是一個主角，甚至在我們毫不知情、或是不想知情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一切都有賴於祂 ── 是祂維繫我們繼續存於世上。再者，在談到聖化工作時，天

主的臨在不但是指祂站在一旁，待我們向祂獻上我們的工作。天主是與我們在一起、在我們內

裡的。我們是與基督一起工作、在基督內工作。聖保祿說：「因為我們或者生，是為主而生，

或者死，是為主而死」（羅 14:8）。所以，我們與天主之間的關係，永遠不會等同我們與一個不

揷手的旁觀者的關係。但是，如果「觀賞者」的意思不只是一個在旁觀看的人，而是好像聖父

一樣，在天主聖三之內，觀看著聖子和那些「在聖子內，成為天主義子」（梵二《論教會在現

代世界》牧職憲章，22）的人，那麼，對的，我們可以這樣說。 

Jose Ignacio Murillo教授：聖施禮華教人在工作中做默觀者。可是默觀有一個必然是理智的層

面。所以我的問題是：在需要人聚精會神的智力工作中，人可以成為默觀者嗎？ 

范康仁蒙席：默觀不只是一個智力的行為。對於聖多瑪斯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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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憑直覺，不是憑推論，而神視得到的真理。它發自愛情，是天主的恩賜。如果人做一件智

力工作的動力是愛，由於愛也可以存在於人腦力的工作中，所以人做該件工作時可以是默觀。 

在我們剛看過的短片中，聖施禮華談到把工作轉化為祈禱。他不是指我們必須在工作時唸些口

禱。縱使我們在專注於手頭上的工作，如果我們已經把它作為欽崇祭品奉獻了給天主，如果我

們又與天主同在，那麼我們就可以在那件工作中默觀祂，只要那份工作是發自愛情的。 

Rosario Polo教授：聖施禮華所說的 quid divinum，那「在最平凡不過的事情裡面隱藏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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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神聖的、屬於天主的東西」，為了把工作轉化為祈禱，就要靠每一個人去把它找出來的，

是什麼呢（聖施禮華，《與施禮華蒙席會談》，114）？ 

范康仁蒙席：我想，quid divinum（意思是「屬於天主的東西」）（參閱《與施禮華蒙席會談》，

114）有不同的意義，許多不同方面。從存在主義的、個人的角度來看，我會說，找出 quid divinum，

主要就是我們在每一件東西裡找出天主怎樣表達祂對我們的愛：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況中、

在實際的職務中、在困難中。聖若望就宗徒們與基督之間的關係所經歷過的作了某種總結：「我

們認識了，且相信了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愛」（若一 4:16）。尋找 quid divinum的意思就是視他人

為天主鍾愛的受造物；也是在人遇上的困難裡看見隱藏在其中的、天主對我們的愛，縱使我們

不能理解這個挫折的原因，因為我們需要相信天主的愛，相信那看不見的。 

Jose Luis Illanes 教授：工作是人的活動，所以聖化工作的意思不是聖化「我正在製造的這張

桌子」，而是聖化我製造桌子這個活動，縱使兩者是互相關連的。無論我是否以愛心去製造桌

子，桌子本身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在思考的就是：把工作做得好，是否就等於把東西基督化

呢？ 

范康仁蒙席：是的，聖化工作和藉著工作聖化個人兩者是互相關連的。工作者的活動使工作得

以聖化，而同時世界也得以更加靠近天主。有時候，工作所得的成果 ── 正如你所說的「這

張桌子」── 無論人是否以愛天主的心去做，它在物質上都會是一樣的。但是，物質的東西是

透過我們才能歸光榮於天主的。所以，一張人以愛天主的心來製造的桌子，與一張沒有這種愛

心的是有所不同的。縱使兩張桌子在物質上或許是一模一樣的，但是我想在它們與整個世界、

和與天主之間的關係上，它們是有所不同的。 

Maria Raffaella Dalla Valle博士：當我們與不同於我們的人，包括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一起工

作時，我們該怎樣做去嘗試使他們接近耶穌呢？以說及天主怎樣存在於萬物之內、同時又是超

脫萬物來作開始，是否一個好主意呢？ 

范康仁蒙席：這視乎你談話的對象是個怎樣的人。我想，第一步必然是友情。與其談理論，不

如分享你自己的經驗，說天主對於你來說是誰。如果你們兩人之間有真正的友情，有一天你將

會可以分享一些能夠讓對方反思的問題。對任何人，你都必須祈禱，因為信德不是我們可以用

理性的辯論來令人接受的。 

Jose Tomas Martin de Agar 教授：在談到把工作轉化為祈禱並不只是一邊工作、一邊唸口禱

時，我想起教宗本篤十六世關於祈禱所說過的話。他形容祈禱為人的內心或靈魂深入地嚮往天

主，是我們在做任何事時都可以實現的。在這語境中，他又想起了東方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尤為

多做的「內心的祈禱」。我在思考的就是：聖化工作，可能就是把工作轉化為內心的祈禱吧？ 

范康仁蒙席：我想起了聖奧斯定談到福音裡的 oportet semper orare et non deficere（路 18:1）：

要常常祈禱，不要灰心。人怎樣可以常常祈禱呢？聖奧斯定寫道：「當我們實踐信、望、和愛

時，同時又不間斷地堅持一個意慾，我們就是常常祈禱」（Ep. 130 ad Probam，9.18）。我們為

了愛天主，堅毅地愛天主而做事的程度有幾多，我們祈禱的程度就有幾多。要讓工作成為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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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需在工作時想著天主。把工作轉化為祈禱的意思就是把它獻給天主，為了愛天主而做，

以及盡己所能好好地完成它。 

Luis Manuel Calleja教授：我想請你提一些意見，在聖施禮華與工作有關的教導中，哪一些是

尤為有意義或新頴的。 

范康仁蒙席：今天尤為重要的，就是工作與道德之間的關係：是聖化工作與道德之間的關係。

把工作做得好不只是一個工藝技術的問題，因為人類所有的工作都會有倫理的層面。不幸地，

在今天的世界裡，許多行業的倫理層面都被人疏忽了。 

Massimo De Angelis博士：我想你之前說過，我們在聖化工作時，也會聖化工作的成果。我在

思考的就是：這是不是指，透過工作，我們在某方面來說，成了世上事物的、和世界的同救贖

者呢？ 

范康仁蒙席：我們必須明白，同救贖不是指在基督已經完成了的救贖之上再加多一點東西，而

是指我們成為渠道，讓基督救贖的功勞得以傳遞給他人。它所指的主要是人的救贖，是我們以

工作，以生活的方式去協助他人靠近天主，和靠近那些我們獲享基督救贖的成果的各種方法 

── 尤其是聖言和聖事。這就是同救贖的直接和具體的意思：協助他人前往救贖的成果的各種

源頭。再者，我們也可以用比擬的說法談到同救贖這個物質的世界，就是說，世界上物質的、

架構性的東西，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幫助人走向天主。 

Fabiana Cristofari教授：我在其內做事的那個組織，以不斷的進步和增長作為基準和目標。我

想請問你：在一些勤勞和工作完美不代表聖化工作的地方裡，什麼才是能通往聖化工作的精髓

的、從理智出發的起步點呢？ 

范康仁蒙席：毫無疑問，問題的重心就是個人與天主之間的關係。沒有它，沒有深信我們這個

與天主的、必須在工作中培養和發展的關係，聖化工作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起步點必須是個人

與天主之間的關係。 

Maria Aparecida Ferrari教授：現在是結束這一節的時後了。我想最好的結束方法首先就是感

謝聖施禮華。藉著天主的聖寵，和藉著這位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稱為「平凡生活的主保聖人」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2002年 10月 7日與到訪羅馬參加聖施禮華列聖典禮的朝聖者見面時

所說的話）的代禱，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聖化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我感謝教宗方濟各發送給

了我們的鼓勵說話和降福。我又想特別地感謝我們的校監范康仁蒙席，他的出席給我們帶來了

榮幸和歡樂。同時又感謝所有人 ── 組織者、技術人員、傳譯者 ── 他們在幕後靜靜而有效

的工作使到這個聚會得以進行。 

返回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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