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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色列家赞美说：他的仁慈永远常存。
愿亚郎的家赞美说：他的仁慈永远常存。
愿敬畏主者赞美说：他的仁慈永远常存。
咏 118：2-4

复活期第二主日：宗徒和信徒的信仰见证
复活的见证是为了叫众人相信基督
主内的兄弟姊妹：
「主真复活了，并显现给西
满了！」（路廿四34）。西
满伯多禄之前只看到耶稣的
空坟墓，看见那里放着的殓
布，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
汗巾（若廿6-7），现在却
亲眼看到了主。玛利亚玛达
肋纳之前只站在耶稣的空坟
墓外痛哭，现在却向门徒们
报告说：「我见了主！」（
若廿18）。宗徒们之前都只
躲在门户紧闭的房里，现在
却异口同声地对多默说：「
我们看见了主！」（若廿25
）。虽然门徒们一致地见证
基督复活了，但这些都只是
他们自己私人的经验，并且
也只在自己的门徒团体之间
彼此相传。
在这主日，耶稣复活的「八
天以后」，主耶稣再次而且
在同一个时候显现给「十二
宗徒」。「十二宗徒」代表
基督教会官方的权威；因
此，也只有在今天的福音
中，我们才有了教会的「基
督复活的官方见证」和「基
督复活的官方见证人」。「
十二宗徒」的中心职务就是
为基督的复活作见证，宣讲
基督的复活，所以他们都必
须亲眼看到复活的基督。伯
多禄在拣选玛弟亚取代犹达
斯的「十二宗徒」职位时，
就定下了这先决条件说：「
这些常同我们在一起的人
中，由若翰施洗起，直到耶
稣从我们中被接去的日子
止，应当有一个同我们一起
作祂复活的见证人」 （宗

陳 新伟 神 父 默 思日记
二 O 一 九 年 四 月十七日
對於侮辱和唾污，我沒有
掩飾我的面，因爲上主協助
我，因此我不以爲羞恥。爲
了天主的話語，爲了天主的
國的義人，先知可以把背轉
給打擊的人，可以將腮轉給
扯他鬍鬚的人。就如福音說
的這種工人太少了。願意走
這種窄路的人太少了。福音
中所謂的為義而受迫害的人
是有福的，其實，這就是走
成聖之路的人。然而，這條

一21-22）。
这主日的读经特别强调「十
二宗徒」，尤其是伯多禄，
「十二宗徒之首」的角色。
因着「十二宗徒」官方的见
证，「信主的人日见增加，
男女的人数极其众多。宗徒
们行了这样多的奇迹，以致
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放在
床上或被褥上，好叫伯多禄
走过的时候，至少他的影子
能遮在一些人身上」（宗五
14-15）。这位超群的宗徒
之首伯多禄继承了耶稣自己
的使命，他一方面宣讲福
音，另一方面更如耶稣那样
行奇迹；其他的宗徒们也同
伯多禄一起宣讲福音和行奇
迹。虽然如此，伯多禄和其
他宗徒从不自命能取代他们
所宣讲的耶稣。他们总是让
人清楚知道，他们的能力来
自耶稣（路九1-2），他们
是「因纳匝肋人耶稣基督的
名字」（宗三6）叫人获得
痊愈，因见证基督的复活而
让人看见天国来临的迹象。
复活的见证是为了叫众人
相信基督，并頼基督的名
获得生命。基督的生命是
为众人的，因为基督是为了
众人而在十字架上交付了自
己的生命，为众人而流出了
生命的血和水（若十九34）
。复活的见证就是为使众人
像多默宗徒那样，对复活的
基督作出坚实的信德宣认：
「我主！我天主！」（若廿
28）。多默宗徒的信德宣认
消除了他之前所有的不信。
其实，多默宗徒的相信并不
只是因为他看见了复活了

耶稣，更是因为复活的耶稣
赐给了他信德。多默宗徒的
信德就是「十二宗徒」的信
德，也是整体教会信德的写
照。
让我们来反省多默宗徒所获
得的信德恩赐。这信德的恩
赐很重要，因为当耶稣赐给
多默信德时，祂同时也赐给
其他宗徒们信德，借着宗徒
们，我们也都获得了同样的
信德。在其他宗徒们「看见
了主」八天之后，他们再次
聚在同一间屋子里。圣史若
望这时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
要的小细节，宗徒们又把门
户都关上，也就是说他们都
还缺乏信德，仍然害怕；他
们因缺乏信德而害怕，也因
害怕而缺乏信德。信德的反
面就是害怕，并非怀疑！
耶稣来了。在紧闭着门户的
屋子里，耶稣来了，站在
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
安！」复活的基督常说：「
愿你们平安！不要害怕！」
平安就是不害怕，不害伯就
是信德。有了信德，多默宗
徒不再需要把指头伸到耶稣
的手，也不再需要伸出手去
摸耶稣的肋旁。他立刻就能
坚决地对耶稣作出信德的宣
认：「我主！我天主！」（
若廿28）。多默宗徒的宣认
也是其他宗徒们的信德宣
誓。
在多默宗徒身上，我们看到
信德确实是一份恩赐，而非
个人努力寻求的成果。当耶
稣要赐给人信德时，无论人
把自己的心门关得多紧，耶
稣也能来到他心中。保禄宗

成圣之路难走？
路，太難走了， 信友聽了
都幾乎如此回答。
在靈修的道路上，從肉身走
上靈性，是一條走相反私意
的道路，捨棄的道路，當然
是一條艱辛的道路，但如果
你不知道這將獲得的滿足和
愉悅，甚至在今生就能有的
益處，這就會顯得嚴格了。
《全德之路》十二章3節
門徒門和耶穌基督的旅程，

其實就是全德之路的旅程，
一步一步的學習如何和自己
的主人心心相印，認識主人
的真面目，解開主人的奧秘
面紗。如果無法放開自己的
一廂情願，自己的私意和執
著，看三年多了，依然期待
耶穌基督是他心目中期待的
默西亞。
一個對世界無法放棄的人，
如何認識帶給我們天國喜訊

徒是另一个很显著的例子，
他因不信所生出的害怕而迫
害基督徒，可是耶稣却赐给
了他信德，使他不但不再迫
害基督徒，反而乐意为基督
徒受迫害。保禄自己就这么
对哥罗森的基督徒说了：「
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
高兴，因为这样我可在我的
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
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
缺的」（哥一24）。
从宗徒们对基督的信德中，
在宗徒们对基督复活的见证
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复活的信仰是平安的信仰，
也就是不害怕的信仰。耶稣
赐给我们信德，要我们不害
怕，要我们得享平安，也呼
吁我们与别人分享这平安，
分享这信德。因着这平安的
信德，不管必须面对生活上
多少的挫折、多少的失败，
甚至要面对最艱苦的黑暗，
我们仍然可以让平安在我们
心中作主。
「愿你们平安！不要害怕！
」这就是基督赐给我们的
信德和宗徒们传给我们的
信德，是平安和不害怕的信
德。每次参加弥撒，我们都
在更新我们这一个平安的信
德，特别在「互祝平安」时
互相坚强彼此的信德。让我
们把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在礼仪中庆祝的平安，
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带到世
界上，以「互祝平安」与「
促进和平」向世界见证我们
对基督复活的信仰。 阿们。
梵蒂冈电台～ 张德福神父
～

本主日弥撒福音说：
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们聚
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
门户关上。耶稣来了，站在
中间，对他们说：「祝你们平
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
膀给他们看。门徒们看见了
主，就欢乐起来。耶稣又对他
们说「祝你们平安！我派遣你
们，一如父派遣了我。」说了
这话，就向他们嘘气说：「领
受圣神吧！你们赦谁的罪，谁
的罪就赦了；你们留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
十二门徒中有一个名叫双胞胎
的多默的，耶稣来时，没有和
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就对他
说：「我们见了主。」他对他
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
钉疤，用我的手指探入钉孔，
伸我的手放在他的肋膀内，我
决不信。」
八日後，门徒们又在屋
里，多默和他们在一起。门都
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
说：「祝你们平安！」接着对
多默说：「伸过你的手指来，
看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放
在我的肋膀内，不要不信，却
是要信。」多默回答说：「我
主！我天主！」耶稣对他说：
「你因为见了我，才信吗！不
见而信的，才是有福的！」（
若20:19-29）
弥撒福音继续说：
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别
的灵迹，但没有记在这书中。
这些记载下来的，是为使你们
信耶稣是基督、天主子，并使
你们信了他，可因他的名而得
到生命。（若20:30-31）

的耶穌基督。一個眼睛只看
到榮譽，別無其他目的人，
怎能選擇傾向不受安慰，不
被重視的本性需求？門徒中
不只是猶達斯，也包括三次
不認主的伯多祿等。想服侍
天主又念念不忘榮譽，世界
的人。這是很壞的想望，如
果最後讓魔鬼進入心靈，就
會致死全德了。世上沒有比
這更毒的毒物了。
猶達斯，或許認爲自己的努
力白搭了。認爲自己不必要
忍受耶穌的艱難，看不到遠
方他期待的目標了，認爲這

樣走對不起自己了，也看到
其他人這樣做也對不起他。
靈魂失去立功的機會，猶達
斯更加脆弱，打開門戶，在
最後的機會中使魔鬼有機會
重返，而喪失生命。
保祿也好，伯多祿也好，
那一個不讓主耶穌傷心，
難過。但他們的悔改，卻
也讓他們成爲天主最好的
工具。不是不能做錯事，
主耶穌要的不是取去生
命，而是悔改，復活的生
命，這才是我們在今生就
能有的益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