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痲瘋病人的感覺                                             木子 

 

我是一個前線的醫護人員。 

前數天，傳媒將我所服務的醫院確診新型肺炎病毒 COVID -19 的病人數目公佈出

來。從此我的生活就有所改變！ 

有些朋友打電話來關心問侯，但也有人要求與我保持加大的社交距離，甚至不願與

我在同一座建築物內。連家人也把我當作「高危」人物，要求保持距離。 

我非常明白自己工作的危險性，也衷心了解各人對這個病毒的恐懼。但當自己的醫

院有足夠的防疫保護衣物，而你自己並沒有確診，甚至連近距離接觸陽性的病者都

沒有，那種被疏離的感覺實不太好受。 

這使我聯想到聖經中的痲瘋病人，他們被正常人驅逐出外，到什麼地方都要喊著

「不潔！不潔！」。他們那種自悲，被摒棄，被輕視及被隔離的感覺，我現在也能

有一丁點意味得到。他們還要再加上肉體上的煎熬，內心難受的感覺，相信會超出

我的感受千百倍。 

猶記起聖方濟各.亞西西，曾經擁抱過一個陌生的痲瘋病人。他當時的勇氣，忘我

精神，對人的大愛，實在值得敬佩！而最重要的是他對天父的信賴及那份任由聖神

帶領而行動的意願，我們真的要好好學習。另外一個好例子，就是終生為痲瘋病人

服務，耶穌聖母聖心會的達米盎神父。 

我真是全心感恩！！因為透過這少少的經驗，我能輕微地體驗到痳瘋病人的無奈，

被人疏離，孤獨的感覺。同時，我可以理解到，要做到真真正正愛主愛人，成聖自

己。我們必須步武聖方濟.亞西西的勇氣、忘我精神，全心信賴上主，任由聖神引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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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我隔離在一起     Emerald Siu 

這一次 COVID-19的確是百年一遇的疫情。由三月中至今，短短個多月的

時間，在全球擴散的速度和範圍之快和廣，實在讓人咋舌！ 

我們身處澳洲的居民應該感恩，因為在感染個案和死亡的數據上不算得

厲害，這也是有賴政府及時採取有效的隔離措施和大部份市民的自覺

性，故此能夠把感染程度減至最低。 

雖然在疫情上我們可以尚算受控，然而在生活和經濟上，我們仍然無法

避免與全球大多數的國家一樣，被捲進了這次的「風暴」之中，開始帶

來實質的影響和身心理上的壓力。 

在起居生活上，過去短短數周，相信我們大部份的人因為必須隔離在家

都引起不同程度上的不便。我們都必須放棄大部分社交活動，還有各色

各樣的娛樂，回歸最樸素簡單的生活模式。 

而心裡和情緒上，我們亦因為全球經濟活動的幾近停頓，各行各業都有

裁員、倒閉、減薪、停工。。。等等的情況，對每個家庭都產生不同程

度的生活壓力，心情固然低落，也為了茫茫前路而不其然產生疑慮甚至

恐懼的情緒。 

然而，當我與不同的朋友分享這段時間對他們的影響的看法時，卻有幸

發現我們團體的兄弟姊妹，大部分都在這段「憂患」時期當中，能夠懷

有一份積極和正面的態度去面對，也能在各方面實踐著鄰里互助互愛的

精神，讓我們在基督內學習的大愛和希望完全彰顯出來！ 

例如有作為媽媽的，在這段時間因為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更多，所以更能

花多點心思去研究不同的菜餚去滿足家人的口腹；也有平時多數坐在辦

公室的上班一族，現在可以稍為靜低下來一點，並抽出一些時間去注意

自己的身心健康，更明白作息規律的重要！也有一些兄弟姊妹，利用現

在多出來的時間，能更關心自己附近的人，幫助鄰舍中有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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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更感恩的竟然是大家都不約而同發覺這段「隔離」在家其間，許

多人能夠在靈修上有能安靜下來，專注侍奉的時間，讓自己在靈性上與

天主更加接近。而雖然這段日子不能參與彌撒和領聖體，不過，幸好透

過科技，仍然能夠參與網上的直播和神領聖體，不少人都覺得這段時間

更能投入整個感恩祭的過程，也有更大的默想反省和平安。甚至因為有

機會參與更多的網上聚會，與團體的兄弟姊妹有加深一層的認識和瞭

解。 

天主的計劃果真是神妙莫測！這一段時間，因為疫情固然有許多人因此

而喪失生命，有不少家庭也因此變得支離破碎，不過，天主往往有祂的

意旨和計劃！在這一次疫情中，讓許多人不得不把一切停頓下來，重新

反思生命中的各樣排序。社會上的經濟地位，國家的政治角色，都一一

不能夠不重新定位。甚至我們身處的地球也因而得到喘息的機會，減少

了污染，空氣變得清新，連小動物都可以無憂無慮地安躺大路旁享受一

瞬的安寧！ 

而天主亦沒有與我們「隔離」，反之，祂是與我們一起「隔離」：祂與

我們一起面對疫情對我們種種的影響，祂明白我們的不安，但告訴我們

不必害怕，也應該回到生命的最「基本」的面前——就是天主祂自己！

生命中一切，無論財富、權力、身分、甚至健康、學識、能力。。。其

實都很脆弱，可以在瞬間便一擊即倒。只有回到生命的溯源，我們才可

以得到一份與世俗不同的平安和寧靜的！ 

就讓我們邀請天主和我們一起「隔離」，和世俗的虛無物質遠隔，透過

這次機會從新建立與祂的單純關係，和祂合作完成我們在世的屬於祂愛

的「任務」吧！ 

「我的弟兄們，幾時你們落在各種試探裡，要認為是大喜樂，因為你們

應知道：你們的信德受過考驗，纔能生出堅忍。」「一切美好的贈與，

一切完善的恩賜，都是從上，從光明之父降下來的，在他內沒有變化或

轉動的陰影。他自願用真理之言生了我們，為使我們成為他所造之物的

初果。」「在天主父前，純正無瑕的虔誠，就是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和寡

婦，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雅 1:2-3; 1:17-18;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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