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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天主对移民和难民
同情怜悯、正义包容之爱的圈子

移民和难民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成为了最
大的现世问题。令人震惊的是，国际移
民的人数---指人们生活在异国他乡---
在2015年全世界共达到2亿4400万。据联
合国统计，这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41%。
这个数字包括2000万难民，100万是从南
苏丹逃亡的难民 他们大部分是妇女和儿
童；有1100万是从叙利亚逃离的难民， 
其余的480万逃往其他的国家。图中这个
男孩表达出了在阿勒颇乃至世界上受苦的
孩子们的面容

对你来说，移民的面容是什么? 

从我们与美国/加勒比省的移民检查站合
作的立场上看，使我们将这个工作与我们
最初在阿根廷服务的修女们为移民的服务
的工作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们说，在创
会之初，我们的创会先辈们已经意识到了
移民的问题，也许他们当时并不是这样想
的。

在你（们）省会的历史上有什么是与移民
有关联的？

觀看

Sr. Rose Therese Nolta, SSpS and Br. Brian McLauchin, SVD

美国从很早以前就成为一个接受移民的
国家。纵观历史，美国曾有一段时期非
常欢迎移民，但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在接
受移民的政策上很严格，不欢迎移民。
从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总统到现在，在
移民问题上已日趋恶化。目前，对我们
来说，更需要与移民站在一起。纵观美
国的历史，我们有许多堂区和不同的社
会服务中心在为移民服务。

在你/你们国家的历史上是如何看待此
问题的? 作为圣神婢女的我们怎样与移
民们分享了天主无限接纳包容之爱？ 

这就是我们今日世界中难民的实际情
况。2014年，有1016516人在美国得到
合法居住权。他们大多来自墨西哥、印
度、中国、菲律宾和古巴。

从美国和世界的角度看移民和难民的迁移

 当我访问在麦克亨利拘留所时。我与一
位从叙利亚逃来的母亲和她的女儿谈话， 
这位母亲哭着对我说：

“我从来没有住过监狱， 我什么错事也
没做过。”

她的女儿尽力安慰她。处于战争之中妇女
们和儿童们，目前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才
真是名副其实的难民！

Omran Daqneesh, 5, Aleppo, Sy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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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年轻妇女，她
没有合法证件，最近办理了一个成
为“暂缓遣返”(DACA)身份的临时签
证，以保护移民的年轻人被驱逐出
境。（注：获得“暂缓遣返”(DACA)
身份的临时签证的人们，如果因人道
主义、教育或经商问题须要出国，会
获发回美证，移民局一向宽大处理这
个问题。）她非常担心未来会发生什
么。她的签证是否会被拿走吗？她的
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的？她只是生活
在恐惧中的千百万人中的一个。

“一位厄瓜
多尔的妇女
给我讲述了
她的故事。
他的丈夫是
一个警察，
管制该地区
的帮主认为
他的丈夫给
他们告密
了，于是就
威胁要折磨
和杀害的她
的家庭。他们赶快简单的收拾了一
些东西，带着两个孩子就在那天晚
上离开了那地方。在路上， 他们
的一个小孩病的很厉害， 他们明
白即使他们过了边境， 孩子也不
会活下来了。因此，父亲做了一个
很艰难的决定：他和生病的孩子留
在墨西哥， 而让母亲带着其他的
孩子去美国。” 

                               
---来自美国边境弗吉尼亚圣神协
会的里维拉

在你们国家得到合法居住的移民是来自哪
里的？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在2012年，有1140万是非法的移民生活在
美国。他们主要来自墨西哥，萨尔瓦多，
瓜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菲律宾。因为今天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建立一个
墙并威胁将他们驱逐出境，这使移民-无
论是男士或妇女， 甚至小孩子们都生活
在了恐惧中。

在你们国家非法停留的移民是来自哪里的？

他们主要从事什么工作？他们害怕政府吗？

为什么人们会去美国或来你们的国家？主
要的原因有三个，即贫穷、战争和暴力， 
在美国中部帮派。换句话说，他们希望有
一个没有暴力存在的更好的生活。在2013
年，有662,483人被监禁， 几乎有一半的
人被遣送回国。他们大部分是被送回墨西
哥、瓜地马拉、萨尔瓦多和萨尔瓦多。

人们为何要来你的国家呢？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一大批“无伴儿
童”入境，也有一部分是母亲带着孩
子入境。他们的主要来自洪都拉斯、
瓜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等国。
这些母亲和孩子们都被关在监狱里。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真正有资格成
为难民的人群，因为他们是来自动
乱，贫穷和帮派控制的地区的人们。

在世界上和美国，有许许多多的移民
和难民的事例，故事和现实情况…我
们以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与他们对
话，尊重他们。这有时候对我们也是
一个挑战，尤其是当政府和周围的许
多人们对移民和难民没有好感的时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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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

以下几项仅是为我们所有行动前做
准备开始的源头：即反省，祈祷和
仔细斟酌。

圣经给我们许多次讲述了应如何对
待移民和外方人。事实上，关于
移民的概念在圣经旧约中就出现
了92次。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的例
子..….其中一个是:   

“因为上主你的天主事万神之神，万主之
主，伟大、有力、可畏的天主， 是不顾情
面，不受贿赂，为孤儿、寡妇主持正义，友
爱外方人，供给他们食粮和衣服的天主。为
此，你们也应友爱外方人，因为你们在埃及

也做过外方人。” (申10:17-19 )  

  “若外方人在你们的地域内，与你住在一
起，不可欺压他；对与你住在一起的外方

人，应看作你们中间的一个同乡，爱他如爱
你自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外方人：

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肋19:33-34 ） 

这些圣经章节告诉了我们什么讯息？你
能从旧约中再找出一些描写有关移民的
圣经章节吗？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了我吃的...... 我
无家可归，你们收留了我，我衣不蔽体， 
你们给我穿的......我坐监，你们来探望

我。”（玛25:31-46

耶稣的这番话为你有何意义？我们如
何在移民和难民身上将这段圣经章节
生活出来？

耶稣，玛利亚和若瑟曾经是难民。他们经
历了难民所经历的恐惧，挣扎和对未来的不

确定。（玛2:13-15

还有其他相类似的福音章节吗？ 

天主的肖像---包容一切的爱：太阳光照
义人， 也光照不义的人 … （玛5 :45） 

“让小孩子们到我跟前来…”路18:）（玛11: 
28-3）

张开双臂的耶稣圣婴图像; 在十字架
上伸开双臂的耶稣基督的图像…这些
都表达出了天主对人无限的慈悲。

还有其他的图像吗?

教会社会训导:在教会社会训导中的
原则都很重要，但其中第一条和第
二条原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原则
是关于人的生命与尊严（维护人性
尊严及人权），第二条原则是在家
庭， 团体与共同参与的召叫（大众
公益及团结关怀）。在此显示出人
性尊严是每一个人所持有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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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无
论他/她是有权势者或是无权势者，
是什么民族与性别。维护家庭的安
定团结是移民法律规定中的一个重
要原则。  

你觉得这些被认为是如此重要的原
因是什么？在教会社会训导中，还
有别的相类似的原则吗？  

教宗方济各向全社会呼吁发展合法
并安全移民的计划。他拒绝接受将
人们因环境所迫或是为了逃离不测
事件或纷争而出现的大规模迁移运
动看作是现时代的标记。他特别呼
吁人们要欢迎和保护那些从中美地
区和墨西哥进入到美国的无人照管
的孩子们。

教宗方济各对你们国家有特别的信
息吗？有哪些关于移民和难民的故
事碰触了你?

我们的会规112 邀请我们在正义与和
平的立场上，为穷人提供优先的服
务。  在我们与移民一起的工作中，
认识到了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是非
常重要的。在很多时候，我们给不
了他们物质的东西，但我们可以给
他们尊重，倾听与鼓励。

今天我们如何为移民和难民做到这
些（尊重，聆听与鼓励？你可以从
我们会规中找到另一个相类似的段
落吗？找到后好好反省一下我们的
这项使命。  

我们第11th 届总大会文件的主
题：“蒙召分享生命与使命”。
在P32-33中提到“我们要辨认出
不正义的情形，并允许我们自己
被他们深深的所触动。”我们以
尊重和接纳的态度对待那些移
民、难民和寻求避难的人们

现在你怎么理解这些精神和如何将
它活出来？你是否从中还发现其他
的要点？ 

在我们SSpS 的团体内为今日的使
命重燃热火”，2002年第十二届总
大会文件写到：“在社会上被排斥
的人们--如移民，难民，寻求保护
的人们…的数目在不断的增加，这
些问题仍有待解决，但同时也更充
分地加强我们继续为这些生活在贫
困中的人们而在的立场。” 

我们是如何排斥他人的？我们对移
民有何看法？贫穷是导致移民的重
要原因， 那我们为消除贫穷能做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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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在我们圣言会，圣神会和圣神协会
（圣神爱心会）的移民联合机构
里，有些移民和难民们在此与我们
一起工作。在我们起初成立此机构
时，我们建立了四个支柱，即通过
祈祷， 宣传， 意识到我们自己并教
育他人，最后产生行动。现在分享
给大家，以便我们各省会都可以参
与其中。这些支柱是以移民机构合
作为立场，并发现这些支柱也有助
于个人和/或团体使用。在这样的行
动中，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了解自
己所在之地的法律的决定，然后再
做出合适的行动。

祈祷：可用已经准备好的祈祷文，
守圣时，做祷词等方式。

宣传：每周为修女们发送相关的情
况、祈祷文、电话或电子邮件、祈
祷意向、活 动和社会大众媒体。大
家一起努力效果会更佳！

意识／教育：电影，演讲，文章，
庆祝联合国日，电邮信息等。

行动: 与其他移民机构联合；与美
国各教区，各总教区的移民办公
室合作；聆听教宗方济各在关于
移民和难民问题上的指导；利用
我们修会的社会传媒，网站等与
人口贩运与移民、移民和气候变
化等不同的情况相联系

你/你们的具体行动是什么？  

以下是我们向来自美国/加勒比地
区的移民服务的一些例子：我们
有一个团体靠近芝加哥的罗杰斯
公园，在那里的移民的需要是学
习第二语言--英语，学习电脑和
缝纫以及其他技能。为此，我们
在2012年成立了圣神生活学习中
心。现在， 此中心的服务也包括
家庭暴力中心，以帮助遭受家庭
虐待的移民妇女们。

我们有几位修女的工作是去监狱
探望被拘留的移民，聆听他们的
故事和人生经验。虽然我们为他
们“做”不了什么，但他们很珍
惜我们对他们的倾听以及我们亲
身的临在。我们是他们唯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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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交谈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位
表达了借此服务他们在信仰和力量
上的成长。他们的故事是非常感人
的。

那你/你们的故事是什么呢？  

其他团体服务移民的方式基本上是
通过她们的牧灵计划以及其他各种
方法。有些修女参与了儿童牧灵项
目的服务。教会和社会各种不同的
团体伸开双臂欢迎移民的妇女们去
她们的家庭。

美国和墨西哥主教们在2003年1月发
表了牧涵 ---《不再有陌生人：一
起踏上希望之旅》。此牧涵提到教
会负责人如何回应有关移民的公共
政策建议的五个原则。在此反移民
的情绪、误解和仇恨，逐步侵入法
律，政治界和对移民的治理时期 我
们，圣神会的修女相信我们与移民
站在一起，与那些为了移民而分享

我们正义激情的人们站在一起显
得尤为迫切！

1. 我们被邀请与我们所在地区有
兴趣的人士或机构携手合作。

2. 分享我们如何与移民和难民一
起拓展天主的怜悯的圈子的故
事。

为此，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一起携手
能做什么？  

谢谢大家的努力！

 翻译： Sr. Martha Wang SS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