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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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的兄弟姊妹：
我们必须庆祝基督的复活，
因为庆祝基督的复活本身就
是活出教会的生命，见证我
们是复活的天主子民。在庆
祝基督的复活中，我们逐渐
认识复活，也逐渐认识使我
们获得复活的救恩。庆祝复
活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喜乐
和传播喜乐的行动，更是一
个有起因与目标的行动；起
因是基督的复活，目标是参
与基督的复活。
这主日的第一篇读经与上个
主日的福音在行动过程上
是连贯的。耶稣已赐给了宗
徒们平安的信德，也就是不
害怕的信德，并且又命令他
们去宣讲这信德，使世界万
民都「信耶稣是默西亚，是
天主子，并頼祂的名获得生
命」（若二十31）。宗徒们从
此就认定这是他们的使命，
并决意活出这使命确切的
「平安信德」。因此，他们
立即打开了紧闭的门户，走
出户外宣讲基督的复活。面
对有权有势的大司祭和撒杜
塞党人的禁令，伯多禄和宗
徒们充满信心和勇气地回答
说：「听天主的命令应胜过
听人的命令」（宗五29）。
那么，伯多禄所说的天主的
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去宣讲
基督的复活，向人见证：「
天主使耶稣复活了，天主以

陳神父默思日記
二O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耶穌復活了，The Lord is Risen!
你們該如何回應這喜悅：是
的，耶穌真的復活了。 這讓
我想到，對的回應是信仰態度
很重要的展現，這是對自己信
仰的認識，對的認識才能對的
生活著。
正如馬來西亞有一位官員，在
主受難日那天，向馬來西亞發
了一個祝福，因爲今年開始，
凡是在政府機構的基督徒公
僕，可以享有有薪假期。她是
這樣寫的：Happy Good Friday!!
受難日快樂！如果這是出於教
友的口中，想想他會如何度過
受難日。同一天，在新加坡的
一位教友也在問我，該如何在
受難日那天向基督徒問候？這
天，不需要問候，瞭解這天的
意義的人，這天是我們身心靈
注視著基督苦難的日子。
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今天
不知道如何向大家表達對的問
候，代表著我們對復活是無所
瞭解的。復活節，我們的問候
不是世俗的問候Happy Easter!

复活期第三主日：配为耶稣的名字受侮辱
伯多禄以复活基督名义牧放羊群
右手举扬了祂，叫祂做首领
和救主」（宗五31）。复活
的耶稣现在是首领，不是政
治性质的首领，而是「生命
之原」（宗三15），是众人
获得生命的依据，是众人的
救主：「除祂以外，无论凭
谁，决无救援，因为在天下
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
使我们赖以得救的。」（宗
四12） 宣讲基督的复活相等
于「宣讲基督耶稣的福音」
（宗五42），为基督信徒来
说，这是不得违反的命令。
保禄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点，
所以他说：「我若传福音，
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
这是我不得已的事；我若不
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格
前九16）。在保禄看来，不传
福音就等同于否认自己是基
督的门徒；这是祸，而且是
大祸，因为他就不再「能与
人共沾福音的恩许」（格前
九23）。
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除了宗
徒们是基督复活的见证外，
伯多禄还提及圣神也是基督
的见证，圣神也为耶稣基督
复活的事实作证（宗五32）。

圣神同宗徒们一起作证，使
他们的作证有效力，致使无
人能消灭他们（宗五39），也
使他们的作证能让人真实享
有来自圣神的新生命（若三
5-8）。宗徒们就是因着圣神
的能力才敢说出「听天主的
命令应胜过听人的命令」。
他们同样也是因着圣神的能
力，在为耶稣的名字受侮辱
后，仍能「欢喜地不断在圣
殿内，或挨户施教，宣讲基
督耶稣的福音」（宗五41-42
）。基督的福音是复活的福
音，充满着圣神的力量，也
拥有基督自由的力量。宗徒
们可以被锁链捆绑，「如同
凶犯一样；但是天主的道，
决束縳不住」（弟后二9）。
无论如何，基督的福音总要
从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
黎雅开始，传到地极（宗一8
）。
这主日的福音是《若望福
音》的附录，补充说明复活
基督与宗徒们自身的内在关
系和活力。圣史若望在此特
别强调以伯多禄为首的教会
必须以爱的行动来宣认耶稣
是主，必须以爱的行动来守

护基督的羊群，又必须以光
荣天主的方式来跟随基督。
复活基督与宗徒们之间的爱
是真爱和友爱，希腊文原文
就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表达
这份爱。虽然这两个「爱」
字，在希腊文的字意上有些
许的小差别，但它们都是有
行动的爱，也是有效果的
爱。
福音叙述当宗徒们依照耶稣
的指示撒网，捕获了很多的
鱼后，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就对伯多禄说：「是主！」
伯多禄一听到「是主」便立
刻采取行动，而这行动是
有效果的行动，以致所有的
人，宗徒们及那以「153条大
鱼」为代表的普世教会，「
都知道是主」（若廿一12）
。复活的耶稣现在「是主」
，是堪享权能、尊威、光荣
和赞颂的被宰杀过的羔羊（
默五12），是守护祂所有羊
群的主，也是邀请人来跟随
祂的主。主耶稣总不会让祂
的羊群缺少牧人，因为祂是
为羊舍掉自己性命的善牧（
若十11），因为祂必不留下
我们为孤儿（若十四18）。

伯多禄现在以复活基督的名
义牧放基督的羊群。伯多禄
的牧职是在爱的标志下的牧
职，在爱德下使基督的教会
合而为一。基督三次问伯多
禄是否爱祂，而且是否比其
他人都爱祂。这三次爱的询
问并非为了弥补伯多禄曾三
次否认耶稣，而是为了确定
伯多禄是否已经准备好以爱
基督的爱来牧放基督的羊
群，以基督为羊群舍命的爱
来带领基督的教会。伯多禄
肯定的答复同时也确定了「
他将以怎样的死，去光荣天
主」（若廿一19）。伯多禄
就这样跟随了耶稣基督，也
这样领导了基督的教会。
基督确实是我们的「生命之
原」，在基督复活中，我们
的生命有了永生的根据，这
是伯多禄以自己的性命给我
们作出的见证。他的见证是
可信的。让我们与伯多禄，
更与伯多禄的继承人教宗方
济各，一起在爱德中庆祝基
督的复活，努力过一个合乎
复活天主子民的爱德生活。
阿们。
梵蒂冈电台～ 张德福神父 ～

复活是信仰的根基

們所學的一切學問，可以做到
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程度，我
們在工作上的成就可以讓自己
得到無比的滿足，但這一切都
會隨著我們的死亡而變成毫無
意義。而能成爲有意義的是，
當這一切都在你活著的時候，
化成了愛！這就是復活的意
義，耶穌基督爲何復活，因爲
他的愛讓他復活。
而凡是和復活基督相遇的人，
最後你發現這些人，才真正的
將一切生命能轉化成愛的人。
門徒們就是所有的見證人，他
們從此將生命奉獻，為基督的
愛來建立天主的國。聖保祿，
一位殺了多少基督徒，卻和復
活的主耶穌基督相遇後，成爲
了愛的使徒。如果猶達斯能等
到和復活耶穌相遇時，或許也
是另一位愛的使徒。
復活的意義在那？就是主耶穌
與我們同在的承諾沒有改變。
雖然看不見，卻實實在在的存
在我們中間。他的復活爲了陪
伴我們的復活；他的復活，不
是只是指向未知的世界，而是
此時此刻，我們從軟弱中，從
痛苦中，從罪惡中重新得到新

生命的力量，愛的力量。這就
是復活的相遇。
“有人從墳墓中把主搬
走了，不知道把他放在那
裏？”弟兄姐妹們，世界就
是我們的大墳墓，我們的主
常被我們的不信，被我們的
驕傲，被我們的害怕，被我
們的高度理性，被世俗的欲
望給搬走了，在這世界上我
們再也看不到天主了。但很
奧秘的是，復活的主卻被搬
到我們的這裏了，我們信
他的人的心中！正如若望門
徒，一看見了空墳，就明白
了，因爲復活的主已經被搬
到他的心中了。
弟兄姐妹們，我們的信仰就
是：復活的主已經在我們心
中了。讓我們能在生命中常
看到希望，看到美善，看到
光明。看到愛和慈悲。這一
切都該是我們擁有的復活希
望。
復活了，主確實復活了！但
你感受到了嗎？如果沒有，
弟兄姐妹，換一下你生命的
酵母，用信德的酵母重新開
始自己的信仰生活吧！

復活節快樂，而是宣報一個好
消息：耶穌復活了！是的，他
真的復活了！阿肋路亞！這
就是耶穌基督要我們去Go and
Tell others! 出去告訴萬民的事
就是：
耶穌真的復活了！他已經復
活，不在這裏了！如果我們的
信仰沒有復活的事實，我們的
信仰將會怎麽樣的信仰，我不
知道對你如何？但至少我知道
的一點，就是對復活毫無感
覺，毫無瞭解的我，當然也不
可能感受復活奧秘所帶來生命
的意義。正如復活節前夕彌撒
中我所說的。這是一個怎麽樣
的夜晚，是全人類面對理智無
法瞭解的奧秘。聖週六的奧
秘，帶領我們進入生命的最深
層。
教宗方濟各說：復活不是一種
觀念，而是信仰的根基，是信
仰的磐石。我們就是那些沒看
到卻靠著信德而相信，而有福
的一群。

是的，復活節是教會所有慶
典中最重要的日子，不是聖誕
節，是復活節。誕生我們都有
經驗，但是復活確實我們無法
體驗的，唯有信的人，才能讓
復活的耶穌基督領我們體會深
層的生命。復活節對我們每個
人是一個考驗，考驗我們是否
能仰望向神秘深處。弟兄姐
妹，記得最近神父的靈修講課
中，常傳達的一個信息：就是
教宗方濟各所提醒的，我們不
要害怕讓自己進入信仰神秘的
深處，那是我們理性最害怕，
但卻是比理性更高，而只有天
主可以給予的超理性恩寵。除
非你信，否則你將無法進入超
理性的世界。
這也是聖十字若望所提及的：
超信的認識，十字若望不用“
神秘經驗” 其實這就是“超
越一切人感官所能觸及的世
界”。弟兄姐妹們，我們的恩
寵實在太大，但可惜的是，我
們卻讓這白白的恩寵流失。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