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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
我灵等候我主，切于更夫的待旦。
咏 130：5-6

主内的兄弟姐妹：
在今天取自《撒慕尔纪下》的第
一篇读经中，我们听到达味王由
于自己住在宫殿里，因此他也想
要为上主建筑一座殿宇（撒下七
5）。宫殿和殿宇在希伯来原文都
只是家（bayith），即房屋、住所
的意思。然而，「家」在此还有
更深层和特殊的意义。
达味起初因为自己已经住在舒适
的家里，但天主的约柜却还在帐
幕内，所以他心中打算也为天主
建筑一个家。天主立刻拒绝了
达味的心意，说祂要居住在以色
列子民中间，常与子民同在。天
主的家不是人手所造的住所。然
后，天主向达味启示祂的计划
说，当祂赐给了子民安居乐业之
后，祂还会为达味建立一个家（
撒下七11）。今天选读的第一篇
读经略过了一小段，其中天主还
说，在达味去世后，这「达味之
家」将要为天主之名兴建一个家
（12-13节）。达味之家和它为天
主之名所兴建的家将永久常存。
从这段圣经章节中，我们看到了
一个关于「家」意味非常深远的
发展。首先，达味对家的理解纯
粹只是房屋。这样的一个家，天
主把它看成是帐篷，只是一个暂
时的住所。天主不接受达味给祂
建筑这种暂时的住所，尤其是当
时国家还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
周围还有仇敌的骚扰，子民也还
未能过个太平安宁的日子。在这
种处境中建筑的住所必定无法巩
固、无法久存。然后，天主给
达味揭示了「家」更深一层的意
义，即「家室」，并且许诺要给
达味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家室的
重点不在于物质的住所，而在于
家庭的成员。天主要给达味建立
的家室将永久常存；这永存的达

味家室将要为天主之名兴建一个
家。
那么，「天主之名的家」指的是
什么呢？若我们直接翻译希伯来
文，它可以是指「属于」天主之
名的家，或者是「佩带着」天
主之名的家。换言之，这个将来
要为天主之名兴建一个家的达
味家室，原本就是天主亲自建立
的，原本就已盖上了天主之名的
印记，但是天主自己还要在它内
施展作为。这个原本就已经在其
内印有天主之名的达味家室，因
而必要藉着天主的作为来兴建一
个肉眼可见的家，将天主之名表
露于外，然后再把它献给天主的
名，向众人表明它真正的身分实
在就是「天主之家」。这一个「
天主之家」将永远享受天主的爱
护和祝福。
在天主的救恩许诺中，达味家室
必定要兴建这样的一个「天主之
家」，对外向人见证天主之名，
于内则真实地欢迎、接纳和怀
抱天主；普世万民都要因这「天
主之家」而蒙受祝福和恩宠（
参：创廿二18）。天主的许诺今
天就实现在圣母玛利亚身上。关
于圣母玛利亚的身分，圣史路加
在福音中第一次提及玛利亚时就
向我们确定，「她已经与达味家
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
婚」（路一27）；因此，她在福
音中从一开始就是名正言顺的达
味家室。这是圣母玛利亚明确的
身分：因她与大圣若瑟的婚姻关
系，她成了「达味之家」。在圣
母这明确的身分上，圣史路加才
继续给我们叙述圣母如何成为「
天主之家」，充满天主恩宠的信
德典范。
其实，在天使加俾额尔向圣母玛
利亚报喜时，圣母已经清楚地显

露了她是天主的家室。第一点，
圣母是天主的贞女，意思是圣母
的心是完全归向天主的心。第二
点，圣母是满被圣宠者，意思是
天主肯定了圣母并接纳了她的全
心。这两点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
恩宠，在这恩宠之上天主又加赐
给了圣母另一个更大的恩宠，使
圣母能完全与天主结合，使圣母
能成为完全怀抱天主的人，使圣
母成为真正的「天主之家」；也
就是说，使圣母孕育天主的儿
子，在圣母的身、心、灵内完整
地怀有天主。
因此，圣母是我们领受天主恩宠的
典范，也是我们活出天主恩宠的典
范。一方面，圣母拥有全心、全
灵、全意领受恩宠的态度；另一方
面，圣母又以全心、全灵、全意的
方式活出恩宠的生活（参阅：谷三
31-35；谷十二29-31）。这种领
受恩宠的态度和活出恩宠生活的方
式，有个很直接的效果。这效果牵
连到我们处世、待人和对己的整个
实际状况。
从圣母身上，我们理解到：与罪
恶相对的并不是善工，而是恩
宠。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善工，做
好事和做善事，来抵销我们的罪
恶，否则我们就能自救了。我们
靠的是因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宠。
因此，圣保禄在第二篇读经中总
结说，这恩宠的奥秘原本是秘而
不宣的，「现今却彰显了，且按
照永恒天主的命令，藉着先知的
经书，晓谕万民，使他们服从信
德」（罗十六26）。圣保禄之前
已经向我们说过：「我们既因信
德成义，便是藉着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与天主和好了。藉着耶稣
我们得因信德进入了现今所站立
的这恩宠中，并因希望分享天主
的光荣而欢跃。」（罗五1-2）

我们所能获得的恩宠与我们接纳
耶稣基督的程度，因此成了正
比；也就是说，我们接纳耶稣基
督愈多，我们获得的恩宠也愈丰
厚。圣母完全地接纳耶稣基督，
把祂怀在胎中，所以圣母是满
被恩宠者。圣母的恩宠是宽宏大
量的；因此圣母也是恩宠的分施
者，众人都要因圣母而蒙受祝
福。
从圣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人在
天主的救恩工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人的这个角色是天主在创
造人的同一个时候，就已经肯定
了的角色。圣奥思定明白这个
意义，因而解释说：「天主创造
人，不需要人；但祂为救赎人，
却不愿意不藉着人」（圣奥思
定，《讲道集》169.13；参阅：
《天主教教理》1847号）。天主
的作为其实远超出圣奥思定的理
解，天主为了人的得救，不只要
藉着人来救赎人，更要以人的方
式来救赎人。
天主在创造人的「同一个时候」
，就已经为人定下了这个的「救
恩计划」。这个「同一个时候」
是我们在言语上的说法，但从天
主的观点上看，它是一个永恒的
时候。在这个永恒的时候里，天
主计划了让祂的爱子成为救赎人
的人，并要祂以人的方式来救赎
人。因此，天主给自己的儿子取
名叫「耶稣」，意思就是「天主
救援」。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
这个名字并不是圣母玛利亚给耶
稣取的名字，而是天主自己给耶
稣取的名字。圣母奉行了天主的
救恩计划，完全按照天主的旨意
参与了天主的救恩工程。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天主邀请成为
接纳天主的「家」。从圣母玛利
亚的恩宠中，我们看到了每一个

人其实都是为天主之名而建筑的
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
以天主的肖像受造，都佩带着天
主的名字。让我们祈求天主广施
恩宠，助佑我们，使我们当得起
接纳天主住在我们心灵的家中。
在我们期待庆祝耶稣圣诞的同
时，让我们也祈求圣母帮助我们
以她作为我们的信德典范，活出
充满恩宠的生活。    阿们。
梵蒂冈电台～ 张德福神父 ～
今天的福音这样记载：
　　那时候，天使加俾额尔奉天
主差遣，往加里肋亚一个名叫纳
匝肋的镇上去，到一位童贞女那
里，她已经跟达味家族中的一位
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
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
她说：「万福！充满圣宠的，上
主与你同在！你在女人中当受赞
颂。」她听了这话，十分惶恐不
安，反覆思索这样的问候是什麽
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
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跟前得
了宠幸。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
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被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
把他祖先达味的御座赐给他。他
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族，直到
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期。」玛
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麽能
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
」天使答覆她说：「圣神要降临
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
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
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
戚依撒伯尔，素称不生育的，在
老年也怀了男胎，现在已经是第
六个月了。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天
主做不到的。」玛利亚说：「我
是上主的婢女，愿你所说的成就
在我身上吧！」天使便离开她去
了。（路一26～38）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12月11日（提早庆祝）

這是天主所鍾愛的孩子，不是
宗徒福音的作者聖若望，但是
在我心中，他確實也是天主的
鍾愛之子，不只是擁有宗徒聖
若 望 的 恩 寵 ， 就 是 默 觀 的 恩
寵，更是將十字架緊緊的和自
己的生命扣在一起的一位，對
我而言，是繼聖保祿宗徒後，
將自己的整個生命與主耶穌基
督完全結合的聖人。
一切都在主耶穌基督生命中的
聖人，信德注視著主耶穌基督，
全心，全意，全靈的將自己的生
命，和自己的父親生命交織著耶
穌基督堅强有力的純愛，為愛奉
獻一切的人父母，即使在赤貧的
黑夜生命中，並沒有奪走在他生
命中留下的無限大愛。
誰能在殘酷的世界，父母被愛
所傷害的，哥哥也因著愛喪失
了 生 命 ， 而 他 卻 還 相 信 完 美
的愛。在Romance (羅曼史文
章)中他還能寫道：在完美的

愛中，遵奉的是這條法律：愛
人變成相似他所愛的那位。。
。這正是基督見證了愛他的天
父，而十字若望見證著如此深
愛著他的耶穌基督。這就讓他
完全的領悟了純愛的道理：在
沒 有 愛 的 地 方 ， 自 己 先 給 予
愛，將會導引出更多的愛。
是的，正是這樣依照福音生活
的一個生命。不管生命怎麽樣
的糟糕，糟透了，信德的依靠
在主的肩膀，信德的注視這十
字架上的耶穌的眼睛；跟隨著
這主耶穌這一道光，絕不在黑
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
這正是我們今天相聚在一起的
理 由 。 透 過 這 個 如 此 懂 得 痛
苦，懂得恩寵，懂得純愛，懂
得十字架和黑夜的靈魂。在他
的 生 命 中 ， 我 們 從 他 的 教 導
中，學習行走在黑暗中。

《靈歌》卻是聖十字若望，行
走在黑夜中的生命，他並沒有
被黑夜所擊倒，反而在黑夜中
高唱靈歌，靈魂的眼睛反而在
黑夜裏看見了美麗的世界。只
有和天主合而爲一的靈魂，才
能 真 正 認 識 到 這 個 世 界 的 樣
子，即使不再使用自己任何的
感官。即使不再有太陽，但是
心中的陽光卻是滿滿的，驅散
黑夜，驅散烏雲，驅散烟霧陰
霾。正是今天答唱詠所言：黑
夜與白晝一樣光明。
這就是吸引了我，一度在黑夜
中無法走出的靈魂。聖十字若
望，讓我找到了人生所無法領
悟的道理，只有在人的信德中
才可以獲得的真理，黑夜並不
可怕，如果是來自天主的，那
是 天 主 最 大 的 愛 和 慈 悲 。 所
以 ， 不 要 害 怕 黑 夜 ， 黑 夜 也

好，痛苦也好，任何的挑戰，
都是天主為舉揚靈魂做準備。
在《心靈的黑夜》中，我終於
脫離了黑夜，並不是我永遠沒
有黑夜，而是懂得在黑夜裏，
享受天主的恩寵。黑夜是愛，
的確，沒有夜晚，我怎麽能閉上
眼睛，在閉上眼睛的時候，我
才能安息在主懷裏。就是這樣的
眼睛《靈歌》說的正是這樣的眼
睛，天主的眼睛，在黑夜中，信
德的光，讓一切都顯現出來。
小德蘭也是深愛《靈歌》這本著
作，也是深愛聖十字若望的聖
人，他就是那位在任何情況下，
奔向耶穌，用耶穌基督的眼睛對
於世俗暫存之物便視若無睹的，
在她的唇齒之間呼出的氣息也純
是愛的馨香。
聖十字若望是我永遠的神師，
一個能讓我越來越懂得福音生
活的聖人。每次在我生命處在
低谷的時候，一句聖言，一個
活出生命的聖人，讓我總是可
以跨越。這位聖人，總是叫我
們不要離開基督，一切恩寵都

在祂身上。當我們在閲讀他的
教導時，可以看到的是，都是
聖神的聲音，都是基督内。
所以，不要問，如果我們只讀靈
修，會不會本末倒置？如果，你
讀的靈修只是世界的知識，不是
天主的智慧，那就要小心。但是
聖十字若望，大德蘭和小德蘭甚
至教會的聖人，他們的智慧，能
寫出來的，都是聖神的話語，都
是來自福音，主的聲音。所以他
們的著作絕對可以讓我們更加的
沉浸在聖言裏。
大德蘭說：獲得一本好書，也
等同獲得了一位好神師。基督
徒，有什麽比聖經更為重要，
作爲我們永遠的神師。但我們
依然需要生活中的神師。聖女
小 德 蘭 的 “ 師 主 篇 ” 和 《 靈
歌》都是她的神師所在。而我
依然，聖十字若望的著作就是
經常陪伴我的“神師”！
“神師”是迷失的靈魂再帶囘
主耶穌的那一位！這正是他的
著作所感動靈魂的地方，讓靈
魂找囘了自己的愛人。

将临期第四主日：万民要因圣母蒙受祝福
圣母按照天主旨意参与救恩工程

圣十字若望瞻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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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第54届世界和平日文告
于12月8日圣母始胎无原罪瞻礼签
署后，12月17日公诸于世。文告的
主题为“关怀文化是通往和平的道
路”。教宗写道，施行和教育关怀
的文化是“战胜冷漠和丢弃文化的
极佳途径”。
（梵蒂冈新闻网）圣座12月17日公
布了教宗方济各第54届世界和平日
文告，主题为“关怀文化是通往和
平的道路”。教宗在文告中指出，
关怀文化旨在保护和促进所有人的
尊严和福祉，是建设和平、战胜冷
漠和丢弃文化的极佳途径。本届世
界和平日将于2021年元月1日天主
之母节举行。
教宗世界和平日文告的对象包括
各国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国际组
织负责人、各宗教领袖，以及所
有善心人士。他首先关注2020年的
重大事件，指出“新冠疫情的严
重卫生危机”加重了彼此紧密相
连的其它危机，“例如气候、粮

食、经济和移民危机，导致沉重
的痛苦和困窘”。
教宗提到失去亲人和工作的人的痛
苦，同时也称赞医护人员、研究人
员、义工和医院专职司铎付出的巨
大辛劳和牺牲，有的为守护病患、
减轻或救治他们的生命付出了自己
的生命。他再次呼吁政治负责人和
私营部门“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所
有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都能接受预

防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以及为照
顾病人所需的必要技术”。
接著，教宗提到“不同形式的国
家主义、种族主义、排外心态，
以及制造死亡和摧毁的战争与冲
突”。教宗强调，人类在2020年经
历的疫情和其它事件让我们学习
到，“相互关心并照料受造界的
重要性，借此建设一个基于手足
之情的社会”。

教宗举出一些关怀的典范，首先
是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效法
耶稣度彼此分享的生活，“让他
们中没有一个贫乏的人，并努力
把他们的团体变成向人类各种境
遇开放的款待之家，乐于承担起
照顾最脆弱者的责任”。圣安博
罗削曾说，大自然赐下所有事物
供所有人使用，但贪婪将这众人
的公有权利转变为“少数人的权
利”。在受迫害的时期结束后，
教会便开始实施“基督徒的爱
德”，建立医院、孤儿院和收容
所。
教宗写道，这些爱德的表样成为教
会社会训导的原则，为所有善心人
士提供了关怀的“法则”，即“促
进每个人的尊严、关怀穷人和无自
卫能力的人、关心公益，以及保护
受造界”。教宗因此邀请国际组
织、各国政府、经济和科学界、社
会传播和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手持教
会社会训导原则的“指南针”，推

动“真正人性化”的全球化进程，
正如《众位兄弟》通谕已经指出的
那样。
这个指南针对各国关系也有益处，
这种关系“应在兄弟情谊、彼此尊
重、团结互助和遵守国际法的启迪
下”展开。此外，教宗也强调，疫
情大流行和气候变化揭露出在武
器，“尤其是核武器”上“耗费的
资源”。他再次提出在今年世界粮
食日发起的倡议：“把原本用于武
器和其它军事开支的经费，拿来建
设‘世界基金’，好能根除饥饿和
促进较贫穷国家的发展”。
教宗最后表示，宗教领导人尤其担
负著“不可取代的角色”，他们
能“向信徒和社会传递关怀、尊重
差异、接纳和照顾最脆弱弟兄的价
值”。基督徒则应注视童贞玛利
亚，“海星圣母和望德之母”，众
人彼此关怀，一起走向“爱与和
平、兄弟情谊与团结互助、彼此扶
持与相互接纳的新愿景”。

在周三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中，教
宗方济各继续以祈祷为主题展开要
理讲授。教宗强调，基督徒的祈祷
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在自己祈祷
的内心世界，与主亲密交谈，为的
是让自己变成天主手中的工具；基
督徒为他人转祷，特别是为伤害自
己的人祈祷，是拥有一颗与天主仁
慈相一致的慈悲之心。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在12月16日
周三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
以祈祷为主题展开要理讲授。教宗
强调基督徒祈祷的另外一个特征，
即：为所有的人转祷，为别人向天
主求恩。特别是为伤害自己的人祈
祷，是拥有一颗与天主仁慈相一致
的慈悲之心。
教宗首先表示：“祈祷的人从来也
不会弃这个世界于不顾，如果在人
的祈祷中不聚集人类的喜乐和悲
伤、希望和焦虑，那么，祈祷就会
变成个人精神生活的‘装饰品’。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内在的精神
世界，就是让自己退回到一个时空
内，专门对越天主。这并不意味著
我们逃避现实。”教宗说：“在祈
祷中，天主带领我们、降福我们、
牺牲自己、并把自己赐予我们，满
足我们每个人的饥渴。每位基督徒
都蒙召在天主的手中变成食粮并与
他人分享。”
“因此，祈祷的男女寻求独处与静
默，并不是为了不被打扰，而是更
好地聆听天主的声音。有时，他们
会遵循耶稣的建议，如同耶稣所做
的一样，离开纷扰的外在环境，进
入到自己的内室（参阅玛六6）。
但是他们无论身处何地，总是敞开

自己的心门，即：给那些不知如何
祈祷的人敞开门；给那些根本不祈
祷，但在内心深处隐藏著呐喊祈求
的人敞开门；给那些犯了错误并且
迷路的人敞开门......。无论谁都可
以敲祈祷者的门，并且会在他或她
内找到一个充满同情的心。祈祷者
为整个世界祈祷，把痛苦和罪过背
负在自己的肩上。他们为所有人祈
祷，他们就好像是天主在这世界安
置的‘天线’。”
于是，教宗引用《天主教教理》的
话说：“转求，为别人求恩，是一
颗与天主仁慈相协调之心的特点。
在教会时期，基督徒为别人的转
求分担基督的转求：这是诸圣共融

的表达方式。（参阅《天主教教
理》2635号）”
教宗接著讲道，人的心有祈祷的天
性。那不爱弟兄姐妹的人不会认真
地祈祷。在教会内，祈祷的人会比
那些“最系统性”地研究这个世界
的人更能体认他人的悲伤与喜乐。
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祈祷都会有人
类的经验，因为，无论人犯任何错
误，都不应该被拒绝或被抛弃。
教宗说：“当信友在圣神的感动
下，会为罪人祈祷，祈祷者不会选
择，也不会作惩罚的裁判，而是为
所有的人祈祷。祈祷的人也为自己
祈祷，在祈祷的时刻，他知道他自
己与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我

们没有比别人更好，我们都是弟兄
姐妹，我们拥有脆弱、痛苦以及都
是罪人的共同性。因此，我们可以
向天主这样祈祷：上主，没有人在
祢面前能成为义人（参阅咏一四三
2），我们都是欠债者；在祢眼中
没有人是无辜的。上主，求祢怜悯
我们。”
教宗强调指出，教会全体成员负有
转祷的使命。尤其是那些承担责任
的人：父母、教育工作者、神职人
员、团体的负责人，他们应该像亚
巴郎和梅瑟一样有时必须在天主面
前“保护”那些托付于他们手中的
人。教宗说：“事实上，就是以天
主的眼睛和心灵、同情和慈悲来看
护他们。”
最后，教宗总结说：“我们都是同
一棵树上的叶子，每一片落下的叶
子都让我们想起在祈祷中，我们每
个人都必须为他人而怀有极大的关
怀。”

教宗第54届世界和平日文告
照顾弱小者是建设和平的基础

教宗方济各在将临期第三主日的
三钟经祈祷活动中，称洗者若翰
为“时代的领袖”，他生活在期
待与迎接救世主到来的喜悦之
中。他丝毫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
己身上，而是引导人们归向世界
的真光、耶稣基督那里。
（梵蒂冈新闻网）对于信者来
说，将临期是一个充满喜悦期待
的时期，“就像等待一个我们深
爱的人来访一样”。这是教宗方
济各12月13日主持诵念三钟经祈
祷活动时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
的信友所强调的。
教宗首先表示，在这一天，即将
临期第三主日，“喜悦的气氛更
加显现出来”。圣保禄的劝勉“
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参
阅斐四4-5）开启了这一天，教
宗解释道，这喜悦源自于我们与
天主的亲密囘系，“上主离我们
越近，我们就感到越快乐；祂离
我们越远，我们就越感到悲伤”
。
接著，教宗谈到当天主日的福音
时指出，圣史若望“以隆重严肃
的方式”介绍洗者若翰，除了玛
利亚和若瑟以外，他是耶稣的第

一个见证人。教宗表示，若翰是
他那个时代的领袖，“他从未陷
入把众人的注意力引向他自己的
诱惑，而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
即将来临的那一位身上”。
教宗继续指出，这是“基督徒喜
乐的先决条件”，即：不以自我
为中心，而是把耶稣置于核心的
地位。教宗解释，把耶稣放在生
命的中心“不是心智有问题”，
因为耶稣确实是核心；祂是真
光，这真光赋予每一位来到这个
世界上的男人女人以生命的全部
意义。

教宗指出，“洗者若翰以漫长的
旅程为耶稣作见证”，这“喜
乐之旅不是在公园里散步那么简
单”。教宗说：“若翰年轻时就
舍弃一切，把天主放在首位，全
心全力地囘祂的圣言。他摆脱一
切俗务，退隐到旷野，好能更自
由地听从圣神之风的引领。”
教宗解释道，当然，洗者若翰人
格的某些特点独一无二，“不能
建议每个人效法”。但是，对那
些寻求生命意义并发现真正喜
乐的人来说，他的见证是一个榜
样。“特别是，那些在教会内蒙
召宣扬基督的人来说，洗者若翰
是个榜样。”只有效法若翰，蒙
召宣扬基督的人才能做到“弃绝
自己和世俗，不引人归向自己，
而引人归向基督”的使命。
最后，教宗邀请在场的信众同念
三钟经，好使我们看到“所有这
一切都在童贞玛利亚身上圆满地
实现了”，圣母玛利亚“在静默
中等待救恩的天主圣言，她欣然
接受这圣言；她服从圣言；她明
白圣言。在她内，主与她亲密结
合。这就是教会称玛利亚为‘喜
乐之缘’的原因”。

教宗公开接见：为伤害自己的人祈祷
是拥有与天主相同的慈悲之心

教宗与穷人共进午餐。

教宗三钟经：在主内常常喜乐
基督真光是基督徒喜乐之根源

教宗在三钟经祈祷活动。
贝尔格里奥于1969年12月13日晋
铎，他于此前16年，即1953年9月
21日圣玛窦瞻礼那一天发现了自己
的圣召。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2月
13日庆祝晋铎51周年。当年的贝尔
格里奥于1969年12月13日晋铎，那
时未满33岁。此前11年，即1958年
3月11日，他进入耶稣会初学并于
1973年4月22日发了终身愿。教宗
在1953年9月21日那一天发现了自
己的圣召：当天是圣玛窦瞻礼，17
岁的贝尔格里奥路过他常去的堂
口，感到需要办告解。
他遇到一位不曾认识的神父，那次
办告解改变了他的生命。“对我来
说，那是一次相遇的经验：我找到
了等待我的那一位。但我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事，不知为什么那位我不
认识的神父在那里，因为我感到了
这个想办告解的愿望。但事实上，
是那一位在等待著我” 。教宗方
济各于2013年5月18日圣神降临节
前夕守夜礼中叙述了这个经验。
教宗补充道，“祂等待著我已经有
一段时日了。办完告解后，我感到
某些事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从前
的我。我正是听到一个声音，一个

召叫：我深信我该成为司铎”。贝
尔戈里奥体验到天主的爱临于他的
生命中，触动他的心，感到天主降
下慈悲，以慈爱的目光召叫他追随
圣依纳爵度修会的修道生活。
教宗从这件事受到启发，担任领导
普世教会的牧职后，仍然选择了他
做主教时就已使用的格言“因仁爱
被拣选”。他评论玛窦蒙召的福音
段落，写道：“耶稣看见一个税
吏，以爱的情感注视他，并拣选了
他，对他说：跟随我。”

教宗方济各51年前晋铎
他的圣召因仁爱被拣选

年轻时的教
宗方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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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廖
炳坚总主教在他发表的2020年
圣诞献词中指出，今年虽然是
充满挑战的艰难一年，但耶稣
的诞生给我们带来了望德和喜
乐：天主的承诺。 
廖炳坚总主教在献词中说，主
内的兄弟姐妹：
2020年在很多方面对我们都是
艰难的一年。我们面对了许多
逆境、挑战和不确定。在整个
世界肆虐的肺炎大流行，使我
们在身体、财务、情绪和精神
上都深受打击。不过，圣诞
节来得恰是时候，提醒正逐步
走向天上王国的我们，那些逆

境、高危的和不确定性都属于
天主子民的通常经历。
就如若瑟和玛利亚在他们前往
白冷城，准备耶稣的诞生途中
面对阻扰那样，我们也不管前
路的许多障碍，同样的向前进-
这是有时强，有时弱，有时充
满信德，有时充满疑惑的旅
途-但最终仍坚持真理，即在这
次特别的诞生，这位特别的婴
儿，给我们带来了所有的天主
的美妙承诺。
主与我们在一起，并分享了
我们人类的生命、喜悦和挑
战 ， 连 同 我 们 的 痛 苦 与 受
罪。Emmanuel厄玛奴耳这个

词，美妙地形容了圣诞节的礼
物，它的意义是“上主与我们
同在”。这就是圣诞节的主
要讯息。这是我们让全世界都
听到的讯息，尽管我们的路途
出现何种逆境，无论现在或永
远，上主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庆祝今年的圣诞节，并
醒觉耶稣的诞生，但愿我们的
生命得到主爱深深的触动。当
我们期待新生的圣子耶稣时，
愿我们的心中充满喜乐。愿我
们的祈祷也包含与全世界分享
耶稣的爱与希望的愿望。在我
们的基信团和堂区社群的合作
下，让我们开拓与他人分享

耶稣礼物新的和赋予生命的途
径。这是我们向需要我们支
持、照顾、和爱的人，以及那
些在不同方式受苦的人伸出援
手的时候了。
让我们在今后的整年里，活出
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就是要把
祂的爱带进世界。你们要注视
所遇到的人，好使耶稣和他们
同在。我们的世界需要耶稣的
话语、祂的爱、祂的原谅、祂
的慈悲、祂的照顾。让我们生
活在圣诞节奇妙的礼物中：我
们每个人都受上主的宠爱。
这项礼物转化我们的世界的力
量，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望德。

愿我们充满上主的爱和望德，
走向披露爱降生于世界的路
途。在来年中，让我们尝试加
把劲，以与我们的邻居分享我
们天主教信仰的礼物。
际此一年的特别时光和圣诞季
节，我祈求天主子基督的讯
息将在我们的教区、我们的堂
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心中
和我们的灵魂中重生。我谨此
祝愿你们平安、喜乐、健康与
幸福，并在来年得到许多降
福、宠爱，而生活在愉快、富
足、有意义和快乐的2021新年。

廖炳坚总主教发表圣诞献词
耶稣诞生带来天主美好承诺

（亚庇讯）虽然深受新冠肺炎
疫情的打击，世人仍是对圣诞

节满怀希望，因为耶稣诞生的
喜悦，并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
予的；而为安全所采取的防
疫措施，也不会剥夺圣诞带给
我们的希望，和我们心中的喜
乐。
我国各地的天主教圣堂，都已
为迎接圣子的诞生而布置的焕
然一新。但由于防疫安全措施
的实施，大马半岛的许多圣堂
平日都不能够举行弥撒，往年

的隆重圣诞弥撒庆典也将不能
够举办；不过有些教区，包括

槟城、沙巴和砂拉越的部分教
区，将可以较小规模的形式，
庆祝圣诞节。
无论如何，各圣堂仍将会有庆
祝圣诞的弥撒，并通过线上的
直播，让教友踊跃的参与，分
享耶稣诞生人间的欢庆。
亚庇圣心主教座堂已经准备好
一系列的圣诞庆祝节目，并公
布了让教友知道和参与。
该主教座堂已于12月12日点燃

了该堂大门前的大棵圣诞树，
作为将临期第二阶段的开始。
由于疫情的限制，今年的上门
报佳音节目已经取消，代以线
上的报佳音。这项由堂区青年
组负责的线上报佳音，将由12
月20日晚上8时开始，通过主
教座堂的优管频道直播。
耶稣诞生的马槽将设在圣堂前
厅，预料将于12月20日完成。
因为所用材料大多数是原始的
竹枝，所以马槽看似一间竹制
小屋。
该主教座堂将在圣诞午夜和圣
诞当天举行公开的庆祝弥撒，
凡持有参加弥撒通行证的教
友，可以继续利用这些通行证
参加。为了让没有通行证，而
要参加实体弥撒的教友也能参
加圣诞弥撒，堂区决定届时
打开堂区中心，以容纳多400
人。
该主教座堂的圣诞弥撒安排如
下：
圣 诞 前 夕 弥 撒 ： 国 语 傍 晚 6
时；华语傍晚7时；英语晚上8
时。
圣诞日弥撒：华语早上7时；
英语早上9时半；国语中午12
时。
凡是不能亲身参加实体弥撒的
教友，将可以通过优管频道参
加线上弥

（槟城讯）为响应救济新冠肺
炎大流行和不久前热带气旋的
受害者的呼吁，槟城教区通过
槟城全人发展局将从灾难救济
账户中，拨出十万令吉充作救
灾用途。
槟城主教施恩天在12月12日致教
区神职人员、堂区事工领导和平
信徒的通告中说，这笔援助金主
要是用在提供受害者的住所、粮
食、保护、医疗照顾，以及支援
他们重建生活。
马来西亚天主教主教团今年11
月曾发起筹募救灾基金，以援
助不久前在热带气旋的肆虐
中，受到严重影响，数以千万
计流离失所的东南亚多国灾民。
槟城教区的十万令吉将各以2万
令吉援助菲律宾、越南、柬埔
寨和老挝四国，以及捐助2万令
吉给沙巴的圣方济圣母无染原
罪修女会，供他们用作伸援受
肺炎疫情影响者的牧灵工作。

施恩天主教说，凡是想要捐助救
灾基金，以供日后的救灾需要
者，皆可用支票或电邮转账。
继续豁免教友的义务
另一方面，施恩天主教表示，
由于目前新冠疫情的影响，他
将继续对不能够亲身参加主日
及庆日弥撒的教友，豁免他们
的义务。
主教在12月12日发表的通告
中，感谢所有的堂区神父和他
们的团队，一直不懈的监控各
地现场的种种不同状况。由于
教区内的县和州发生的新冠疫
情仍是难以预料，各堂区必须
遵守有关各县或州实施的标准
作业程序，并于必要时咨询各
地方当局。
施恩天主教说，由于这次是
他在2020年发出的最后一次通
告，他要藉此机会，在第三将
临期的主日，祝贺大家在迎向
天子诞生的路上蒙福。际此我

们心中满怀坚强信德欢迎耶稣
来临时刻，让这次的庆典充满
望德、平安、喜乐和爱。
主教说，我要以天使的话语向
你们致意：“上主在天受光
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谨此祝愿你们将临期蒙恩，在
主内欢度圣诞节。
“愿赐望德的天主，因着你们
的信心，使你们充满各种喜乐
和平安，使你们因着圣神的德
能，富于望德。” （罗马书 15
：13）

圣心主教座堂
的圣诞节庆典

看板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廖
炳坚总主教有鉴于总教区的公
共卫生状况，并考虑了危机管
理工作队的建议后，决定由
圣诞节前夕（12月24日）至主
显节（2021年1月3日），暂停
吉隆坡总教区内所有堂区、教
堂、小堂及弥撒中心的公开弥
撒。

由总教区主教署秘书长蔡锦
华神父签发的通告说，廖炳坚
总主教了解到圣诞季节是教会
礼仪历中最重要与最神圣的
时候，也充分了解教友要在公
开弥撒中，和更多的人同欢共
庆的热枕，但他意识到一些
因素，而不得不作出困难的决
定。

这些因素包括：圣诞节弥撒出
现的众多人群，将会使公共安
全措施及额外的指南也不足以
应付额外的危险，同时也无法

遵守公共卫生当局的额外限制。
其次，由于当局放宽跨州的旅

行，假期期间预料将增加返乡
的人数，因而致使弥撒前的登
记和追踪名单很难做到，甚至
不可能。

还有过去几周内，零星病例的
增加和新感染群的出现，使到
在闭门的聚众集会如公开弥撒
的感染危险提升。

总主教说，吉隆坡总教区的教
友已经获得豁免参加主日及庆
日弥撒的义务。

他说，圣诞节期间的弥撒将会
在线上直播，教友受鼓励以虔
诚心情参加这些弥撒。

总主教劝告大家，虽然许多人
都期望早日恢复正常，并和亲
人共度神圣的季节，但每个人
都须提高警惕，这不止是为了
自己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亲
人的利益。

廖炳坚总主教因疫情严峻
圣诞季节公开弥撒暂停 

槟城教区拨出十万令吉       
援助肺炎及风灾受害者

槟城主教施恩天。

廖炳坚总主教

领洗领坚振者遵
守安全措施。

沙亚庇圣心主教座堂拟定
圣诞节弥撒系列庆祝节目

（古晋讯）此间天主教圣体
堂，于12月5和6日举行的弥撒
中，为34名华文组的慕道班候
洗者施行洗礼和坚振礼，另有4
人则领受坚振礼。

这 两 天 的 领 洗 和 领 坚 振 礼
仪，参加者都遵守堂区所定的
安全防疫措施，所有领洗和领
坚振礼的新教友也同时初领圣
体。

由于新冠疫情的肆虐，致使
领洗圣事礼仪略有改变，每台
弥撒都把参加人数限制在60人
左右，除候洗者代父母外，家
属人员参加人数受到限制。

两台弥撒都是由黄伟乾神父
主持，黄神父也获得古晋总主

教傅云生的授权，主持候洗者
和领坚振者的圣事。

黄神父于讲道时，促请所有
新教友要怀着坚强的信德度基
督徒的生活，他们有责任活出
基督徒的信仰。他们的信仰路
程可能并不一帆风顺，不过，
他们需具备新的视野和态度去
面对这些挑战和痛苦。

虽然大家都等待了很久这一
天，礼仪完成时，参加者都感
到很欢欣。慕道班同人非常感
谢黄伟乾神父、圣体堂主任王
博弟神父、堂区事工、推动
员、代父母和教友的协助和代
祷，使当天的庆典礼仪留下宝
贵的纪念。

圣体堂黄伟乾神父主礼
华文慕道班34人领洗 



新加坡天主教会为庆祝开教200
周 年 ， 依 照 总 教 区 的 牧 灵 目
标，举办为期一年的学习和反
思活动，旨在推动总教区的福
传工作和地方教会的活力。反
思的主题是“以信德点燃和照
亮”。
（ 梵 蒂 冈 新 闻 网 ） 新 加 坡 总
教区吴诚才（William Goh）
总主教于12月13日主持隆重弥
撒，开启庆祝天主教传入新加
坡200周年的纪念活动。新加坡
教会始于巴黎外方传教会圣安
贝尔（Laurent Marie Joseph 
Imbert）的到来，他于1821
年12月11日踏上新加坡岛的土
地，成为首位来到新加坡传播
基督福音的传教士。
在举行庆祝弥撒的当天，新加
坡教会同时开启了名为“新加
坡天主教会200年”的官方网

站。庆祝活动的主题为“以信
德点燃和照亮”，遵循总教区
的牧灵目标，推动福传工作和
地方教会的活力。2021年将是
新加坡教友更新信德的特殊时

期，庆祝活动也将帮助人们更
深入了解天主教在新加坡发展
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在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和
跨宗教对话等方面。

该庆祝网站表示，在接下来持
续12个月的庆祝中，全新加坡
的教友应邀深化、辨识、见证
和 欢 庆 他 们 的 信 仰 生 活 。 丰
富的活动将围绕著四个主题展
开，即：弥撒和祈祷、教理学
习、告解修和圣事及行补赎和
反省活动，另外还有展览会、
节日音乐会和福传布道活动。
为鼓励教友们加深信仰生活，
各 堂 区 将 组 织 灵 修 和 团 体 活
动。
新加坡的天主教信友为15.8万
人，占总人口的2.8％。尽管天
主教会也日益受到物质主义生
活方式的影响，但新加坡天主
教会是东南亚最具活力和生

命力的地方教会之一。据新加
坡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基
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会是该
国唯一一个不断发展的教会。

天主教会在社会领域的积极参
与以及大部分信友常常参与教
会的礼仪活动都印证了这种活
力。该国政府自1981年以来一
直与圣座保持著良好的外交关
系，这要归功于新加坡社会具
有多宗教和平相处的社会环境
特征。新加坡是一个以佛教为
主的国家。
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为英
帝 国 建 立 贸 易 港 口 ， 被 视 为
现代新加坡的开始。两年后的
1821年12月11日，巴黎外方传
教会的圣安贝尔抵达新加坡，
这标志了天主教在这个海港城
市的开始。圣安贝尔是于1839
年9月21日在韩国为教会殉难，
和他一起殉道的还有103名韩国
人，韩国教士于1984年在首尔
获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册封为
圣人。

巴基斯坦基督徒领袖和其他宗
教的领导人于12月12日齐聚在
卡拉奇圣巴特利爵主教座堂，
庆祝圣诞时节，并为该国发出
团结与和平的讯息。
（梵蒂冈新闻网）巴基斯坦
卡 拉 奇 总 教 区 总 主 教 库 茨
（Joseph Coutts）枢机日前
在圣巴特利爵主教座堂主持庆
典，并强调：「我们不仅应该
齐聚一堂欢庆，更要在每个人
的艰难时刻一体同心。数年
前，伊斯玛仪派团体因其信仰

而遭到袭击时，我们也曾经
齐心协力。」库茨枢机指的是
2015年所谓「伊斯兰国」组织
的恐怖袭击事件，当时有45人
因此罹难。
据《天亚社》报导，库茨枢机
表示：「那次事件成了恐怖主
义在卡拉奇蔓延的混乱时刻，
我们大家团结合一的缘由。」
因此，当地需要真正的改变，
以促成和平与和谐的讯息广传
于各个阶层。印度教立法人员
沙玛（Mangla Sharma）女

士感谢基督徒团体努力推动不
同宗教之间的和谐与对话。她
说：「我们必须支持并组织许
多能促进我们争取少数群体权
益的活动。」
巴基斯坦全国正义与和平委员
会主任迪耶戈（Saleh Diego）
神父则强调了不同宗教之间团
结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们大家，不只是基督徒，都
必须万众一心，与印度教徒和
锡克教徒一起投身于和平与正
义的事业。我们的上主是正
义的主，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并
保持团结，一切都有可能实
现。」国际拉法使团（Rapha 
Mission International）主席

所罗门（Suleman Manzoor）
牧师向库茨枢机和活动筹办人
员致以感谢，并邀请穆斯林、

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其他团
体成员于12月20日一同参加圣
诞和平聚会。

总教区发出的呼吁：在家庆祝
圣诞节，切勿出门走亲戚，“
我们正准备简单地庆祝圣诞，
而不是让我们的存在伤害到他
人。”
雅加达（亚洲新闻）- 圣诞节
临近。这个季节是该国旅行并
重返家乡与家人团聚的最佳时
机。大部分雅加达居民更喜欢
利用这个季节性假期前往爪哇
各个城市。
一些有钱人认为，现在是出国

休假和家庭团聚的时候。
但由于Covid-19的大规模传
播仍在中爪哇和东爪哇肆虐，
其中一些城市被化为“红色区
域”，雅加达教会当局再次友
好地呼吁天主教徒暂时取消旅
行或返乡探望家人的计划。
12月14日，雅加达总教区秘
书 长 阿 迪 · 普 拉 索 霍 （ A d i 
Prasojo）神父在一段事先录好
的视频信息中，向所有人传达
了这一强烈的信息并正式发出

上述呼吁。
他说，“今年，请大家以简单
的方式庆祝圣诞节。”
他补充说，雅加达总教区呼吁
不要旅行，这是在履行“我们
为遏制致命病毒大规模传播的
社会责任。”此外，该神父还
表示，在家庆祝圣诞节，切勿
出门走亲戚，“我们正准备简
单地庆祝圣诞，而不是让我们
的存在伤害到他人（这或扩散
无意间感染的病毒）。”
教堂中最多20％的信友
今年圣诞节期间，雅加达总教
区的所有教堂都会有实际和虚
拟的存在。
雅加达总教区将严格遵守庆典
期间的卫生规定。普拉索霍神
父表示，“每个教堂最多可容
纳人数将不超过位置总数的20
％。”此外，还必须认真对待
社会距离并佩戴口罩。
该神父解释，“这项严格的卫
生规章不仅适用于前往教堂的
人，也适用于神父、祭坛助手
和祭坛男孩。”
整个雅加达总教区的一些堂区
教堂举行了现场弥撒。
截止12月13日，印尼共有累计
确诊病例623309例；累计康复
病例510957例; 累计死亡病例
18856例。

新加坡天主教会举行一年系列活动
庆祝开教200周年推广福传工作

圣诞节将至发出团结和平讯息
巴基斯坦各宗教领袖共同祈祷

雅加达准备从简庆祝圣诞节 
教堂弥撒容量只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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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教会创始人圣安贝尔。

教堂容纳不超过位置总数20％。

教堂外的巴基斯坦教徒。

马尼拉（信仰通讯社）—疫情
下，菲律宾天主教友们仍然于十
二月十六日凌晨四点到圣堂参加
传统的圣诞九日敬礼黎明弥撒圣
祭。在遵守防疫措施的同时，大
家按照圣堂可容纳人数的要求进
堂参与圣道礼仪。
圣心堂周围早早就排起了四百多
米的长队，等待进堂参加九日
敬礼第一天的隆重弥撒圣祭。为
了不违反抗击Covid-19疫情的
规定，通常可容纳一万人的教堂
里，接纳了两千人。
马尼拉总主教区总主教座堂总铎
玛里克迪姆神父告诉本社，“迎
圣诞九日敬礼黎明弥撒是菲律宾

重要的圣诞传统，病毒也未能遏
制大家的热情。看到教友的踊跃
并严格遵守防疫措施，深受鼓
舞”。
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菲律
宾教友们将参与特别的九日敬礼
弥撒圣祭。向天主祈祷，求圣婴
带给他们健康的生活、工作顺
利、家庭和睦以及各种美好的愿
望。
菲律宾是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
家，全国一亿一千多万人口中
85%为天主教徒。二O二一年，
菲律宾将庆祝开教五百周年纪
念。

菲律宾疫情未能遏制教友
踊跃参与圣诞九日敬礼

教友踊跃参与圣诞九日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