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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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
生命的方向；祂是我们信德的
凭藉，也是我们希望的对象。
然而，一如耶稣当代的犹太子
民那样，我们心里偶尔也会产
生疑问：耶稣怎能如此伟大？
祂到底是谁？这主日的福音透
过洗者若翰的旷野呼声和作
证，答复了我们心中的疑问和
渴望，将我们引向耶稣，教我
们认识耶稣。
圣史马尔谷开宗明义地说，他
写的是「耶稣基督，天主子的
福音」（谷一1）。「福音」一
词拥有双重的意义。一般上，
福音指的是安慰人心，使人心
舒畅喜乐的好消息，与它相反
的是让人悲伤、紧张、或焦虑
的坏消息。圣史马尔谷书写福
音是为了见证耶稣令众人感到
欣喜，助人解脱种种的束缚；
祂治愈病人、驱逐魔鬼、拣选
门徒、并教导众人认识天父。
然而，为跟随耶稣的门徒而
言，「福音」不只是一般的好
消息，更是耶稣这个好消息，
耶稣自己就是福音。这位被钉
死在十字架上和被埋葬的耶稣
已从死者中复活了；祂在现在
活着，并且在末日还要光荣地
降来。耶稣这福音坚固了门徒
们的信德，同时也催促他们向
众人宣讲耶稣福音，吸引众人
归向耶稣。
耶稣是基督和天主子。「基
督」的意思是受敷者，也就是
「默西亚」，全能天主特选在
世上完成天主工程的那一位。

祂是人们期待的救主。由于祂
与天主最亲近和最密切，在圣
经语言中祂因此被称为「天主
子」，意思是祂完全认识天
主，并衷心承行天主的旨意。
一方面，祂要带给众人来自天
主安慰人心的好消息；另一方
面，关于祂自己就要来到的消
息更是叫人心灵舒畅喜乐的好
消息。耶稣是基督和天主子，
这信念本身就是福音，绝妙的
福音。
那么，如何可以明示耶稣真是
基督和天主子呢？圣史马尔谷
让洗者若翰亲自为耶稣作证。
洗者若翰并非一般人物，人们
在当时已公认他是一位伟大的
圣者，他们来到他在旷野居住
的地方，向他征求忠告，寻求
内心的平安。他们要求他给他
们授洗，表示他们真诚悔改，
已准备好接受天主的宽恕（谷
一4-5）。他们同时也公认若
翰是一位先知（6节；参阅：玛
廿一26）。然而，对圣史马尔
谷而言，洗者若翰的伟大并不
在于他做了很多大事，而是因
为那派遣他的天主很伟大。他
是天主的使者，受天主派遣「
在祂面前，为祂预备道路」（2
节）。这句话其实综合了两句
圣经的话：「看！我在你面前
派遣我的使者，为在路上保护
你」（出廿三20）；「看！我
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
备道路」（拉三1）。圣史马尔
谷似乎担心这还不足以证明若
翰真正的身份，他再援引《依
撒意亚先知书》来强调若翰是

「旷野中呼号者的声音」（谷
一3；引述依四十3）。毋庸置
疑地，洗者若翰实在是一位伟
大的圣者和先知；但圣史马尔
谷向我们表明，若翰真正的伟
大实际上是在于他要给我们指
出更伟大、更有力量的那一位
（谷一7），从而邀请我们聆听
若翰的呼声，妥善准备自己，
以悔改和修直的心灵迎接那一
位的到来。
若翰宣告说：「那比我更有力
量的，要在我以后来，我连
俯身解祂的鞋带也不配。我以
水洗你们，祂却要以圣神洗你
们」（谷三7-8）。我们现在
都知道，若翰所指的那一位就
是耶稣，但在圣史马尔谷的叙
述中，听众当时还不知道。因
此，他们心里产生疑问，要来
的那一位到底是谁，祂怎能比
若翰更伟大得这么多，若翰甚
至连俯身解祂的鞋带也不配？
还有谁能比若翰更伟大的呢？
「俯身解鞋带」其实并非只是
尊敬的举动而已，它也是一个
从前以色列法律上的风俗。这
风俗在《卢德传》有所解释：
「从前在以色列中间，无论对
于买卖或交易，为确定一事，
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就是一方
应脱下自己的鞋，交与另一
方：这在以色列就算为证据」
（卢四7）。在《卢德传》的这
个事件中，纳敖米的家族有一
块田，她的寡妇儿媳卢德按照
法律规定，只可以把那块田卖
给她的至亲。那位至亲应尽至
亲的义务买下那块田，同时也

应娶亡者之妻，好给死者在嗣
业上留名。若那位至亲不愿尽
义务，他就必须脱下自己的鞋
交给下一位至亲，藉以证明他
放弃自己的权利。卢德的那位
至亲不愿尽他应尽的义务，遂
脱下了自己的鞋，交给波阿次
（卢四8）。于是波阿次买了
那块田，并娶了卢德为妻（详
阅：卢四1-13）。卢德是达味
王的曾祖母（玛一5-6）。
在这圣经背景下，若翰说他不
配解耶稣的鞋带并非一句口惠
而实不至的话。若翰确实在承
认自己不配叫耶稣放弃祂的权
利。那么，耶稣的权利是什么
权利呢？这权利无非就是带给
人们圣神的洗礼，让天主重新
亲近他们。若翰表明他只有权
利给人水洗，以唤醒众人悔
改，但他无权也无能带给人们
来自上天的恩宠。只有比他更
有力量并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一
位，能授予人们圣神的洗礼。
听了若翰的宣告，人们的注意
力因而从若翰转向他所宣告的
那一位，并期待祂的到来。
圣史马尔谷还说，若翰是「旷
野中呼号者的声音」。在原
本的圣经背景下，依撒意亚先
知所预言的旷野中呼号者的声
音，是安慰人心的呼声。依撒
意亚先知在旷野中呼喊：「你
们的天主说：『你们安慰，安
慰我的百姓罢！』你们应向耶
路撒冷说宽心的话，并向她宣
告：她的苦役已满期…」（依
四十1-2）。那时，依撒意亚
先知是呼吁天上众天使去安慰
尚在巴比伦充军的以色列子

民，勉励他们不必害怕，因为
最艰苦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
在要向前看，向往经过旷野的
行程，回到属于自己的家乡，
而且上主要像他们出埃及时那
样与他们同行。随后，依撒意
亚先知再呼吁说：「你们要在
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在荒
原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
路！」（3节）。在旷野中发
出呼声的原本是依撒意亚先
知，但在《马尔谷福音》中洗
者若翰领受了这项使命，并且
也勇敢地履行了这项使命。圣
史马尔谷以此证明若翰是一位
先知，而且是更安慰人心的先
知，因为上主这次要亲自降来
与子民同行，走向新耶路撒
冷。这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
基督天主子，祂确实无限地超
越洗者若翰。
若翰给我们宣告了要来的那一
位，祂就是耶稣，而若翰自己
也等待祂的到来；一听见祂到
来的声音，就非常欢喜。若翰
看见了耶稣，因此宣布说：
「我的喜乐已满足了。祂应该
兴盛，我却应该衰微」（若三
29-30）。其实，不只若翰因
看见耶稣的到来而欢喜，圣祖
亚巴郎也曾欢欣喜乐地企望看
到耶稣的日子，「他看见了就
极其高兴」（若八56）。耶稣
基督是真正的福音！在这将临
期间，让我们祈求天主赐予我
们恩宠，使耶稣成为我们每一
个人生命中生活的福音。    阿
们。
梵蒂冈电台～ 张德福神父 ～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12月3日
在我還不認識基督信仰的時候，在我還
小的時候，我就知道了他。現在想起
來，他還真的是第一位我知道的“聖
人”，因爲他的雕塑像，就立在馬六甲
市中心的小丘陵上，特別的顯眼，因
爲他斷了一個手掌。這也就是這個手，
讓多少人認識了基督，受洗，信仰了基
督。也是這隻手伴隨著他，雖然在天上
了，但依然撫摸著許多心靈。
聖方濟各沙勿略，在馬六甲的傳教有不
少的有趣故事，他也曾埋葬在這個古
城，雖然現在已經被搬去了印度，他往
東方的第一站。作爲傳教主保，這是繼
聖保祿外，我當上了神父後，才體會
他傳教之勇氣和偉大，一個往西的聖保
祿，一個往東的聖方濟各沙勿略，為教
會開啓了東方傳教之路，一個完全在生
活，文化，語言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是

需要怎麽樣的愛才能讓他克服本性，習
慣上的滿足？如果沒有超脫的克己，他
如何步上這個旅程？他克服食物，克服
舒適的生活，克服他的驕傲（放下他的
傲人的學識身份），克服了環境及自己
的恐懼 –孤獨。
就是這樣的熱誠，我們才明白聖保祿
說的：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
這就是傳教士的精神。假使我自願作
這事，便有報酬。這位聖人最後的報
酬是什麽呢？他為天主贏得了許許多
多的靈魂。馬六甲是一個福地，是天
主教信仰的福地，我相信是這位聖人
所保護的地方。一直都為天主子民服
務的這一位，成爲了眾人的僕人，為
贏得更多的人。

教會乙年開始，就提醒著我們 “往
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
，是的，如果不傳福音，我們將有禍
了！在東方，我們每個教友都是在傳
教士身上和耶穌相遇，亞洲成爲福傳
的一塊重地，傳教工作開始從東方，
開始回到西方，真正的開始成就天主
的國，天主的旨意承行在人間的期盼。
今天慶祝聖方濟各沙勿略，我們該為
在台灣的許許多多的外方傳教神父祈
禱，台灣實在是一個依靠外方神職人
員的傳教區，本地聖召之缺乏，提醒
著我們福傳該更需要使力！明年2021
年台灣教會再次的召開全國福傳大
會，我們該好好祈禱，求聖方濟各沙
勿略，聖女小德蘭讓台灣教會燃起信

仰的熱火，讓這熱火能為福音作有效
的見證，引領衆人歸向天主。
聖方濟各沙勿略感動了許許多多的靈
魂，原來我從小就被這位聖人的生命感
動了，只是不知道感動我的是在他生命
中的主耶穌基督。 福音必須被聽到，
福音必須被活出，這個福音在我身上看
起來是醖釀了很久，但也在天主的時間
内，終於召喚了我！
福傳沒有別的方法，傳教的任務，就是
感動人靈，感動人靈，唯有付出，奉獻
和犧牲！但是這勇氣和力量從何而來？
我相信，就是當看到所在所擁有的一切
都無法填補，能夠讓耶穌來滿足的生
命，那麽爲何我要將生命放在無法滿足
的事物上呢？
讓我們為聖召祈禱，每一個人，不論
是奉獻生命的或許是平信徒的聖召，
更重要的是生活中活出基督生命的勇
氣。

将临期第二主日：耶稣基督天主子是福音
祂更有力量能授予人们圣神的洗礼

圣方济各沙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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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方济各
呼吁众人祝福，而非诅咒：「如
果人人都做到这一点，战争自然
不会存在。」
（梵蒂冈新闻网）天主宛如「慈
爱的父亲和温柔的母亲那样，从
不停止爱护祂的儿女，即使儿女
会犯错误」。教宗方济各12月2日
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
中运用了这个图像来阐述颂谢祝
福的深层意义。颂谢祝福与天主
对每个人的盼望和爱息息相关，
即使有些人「无可救药」也不例
外。事实上，天主没有等待我们
皈依后再开始爱我们，祂总是先
爱了我们，就算我们还处于罪恶
中也是如此。因此，教宗吁请众
人效法天主，学著去祝福，而非
诅咒。
教宗在当天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中，继续以祈祷为主题展开要

理讲授，并把焦点放在颂谢祝福
上：在创世之初，天主便祝福了
生命。《圣经》开门见山写到，
天主在创造天地万物时，样样称
好，予以祝福。后来，人类误入
歧途，「在世上散播恶和死亡」
。但是，任何事都不能抹灭天主
在世上、在人类本性里，在我们
每个人内「最初烙下的美善印
记」，也就是「施以祝福的能力
和领受祝福的事实」。
天主恩赐的一大祝福、莫大恩
典，就是耶稣基督。「这份祝福
使我们人人获得救恩」。诚如圣
保禄宗徒所言：「祂在天上，
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
祝福了我们。」（弗一3）教宗
说：「没有任何罪能完全抹煞基
督临在于我们每个人内的样貌。
没有任何罪可以抹灭天主赐予我
们的模样。罪纵然会损坏我们身

上的基督的样貌，但由于天主的
仁慈，罪不能把这基督的样貌夺
走。罪人可能会长期陷入自己的
罪过中，可是天主有耐心等到最
后，深知罪人终将敞开心扉、洗
心革面。天主宛如慈爱的父亲和
温柔的母亲那样，祂也像是个好
母亲，从不停止爱护祂的儿女，
即使儿女会犯错误。」
教宗再次引用受刑人的母亲在监

狱外面排队进去探监的场景。他
说：「儿女比耻辱更为重要。天
主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比我们
会犯的所有罪过来得更加重要，
因为祂既是父亲，也是母亲，祂
是纯粹的爱。天主时时刻刻降福
我们，从不停止降福我们。」
这个事实与希望紧密相连。「世
界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天主的祝
福：祂一直希望我们幸福美满」
，祂总是先爱了我们。教宗接著
提到耶稣与匝凯的相遇（参阅：
路十九1-10），指出「耶稣在
遭排斥、被拒绝的人身上，看见
了天父那份无法抹去的祝福。此
外，耶稣甚至将自己与每个有需
要的人视为一体」。福音中多处
提到耶稣动了怜悯的心，而且《
玛窦福音》第廿五章记载，耶稣
阐明了每个人接受最后审判的标
准（参阅：玛廿五31-46）。

天主广施祝福，因此人类也能以
祝福来回应。教宗强调，「我
们不能只颂谢那位祝福我们的天
主」，因为我们蒙召祝福「在祂
内的一切、普世万民」，祝福天
主、弟兄姊妹和全世界。「这是
基督徒温良的根基，是感到蒙
祝福的能力，以及施以祝福的能
力」。
「如果人人都做到这一点，战争
自然不会存在。这世界需要祝
福，而我们能施以并领受祝福。
天父爱我们，而我们只需要喜乐
地颂谢祂，并且效法祂，不诅
咒、却祝福」。
教宗也勉励众人反省，自己是否
对诅咒习以为常，然后祈求上
主赐予我们改变这个坏习惯的恩
宠。「愿我们有一颗蒙受祝福的
心，而蒙祝福的心不会口出恶
言」。

教宗方济各于将临期第一主日在
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与新枢机一
起举行弥撒圣祭。当天礼仪选读
的经文提及上主的临近，邀请众
人醒寤，透过祈祷和爱德善功，
等待上主的来临。教宗在讲道中
强调：教会在朝拜天主及服务近
人时，不会陷入黑夜。
（梵蒂冈新闻网）临近和醒寤：
这是将临期的两大关键词。选自
《依撒意亚先知书》和《马尔谷
福音》的弥撒读经，向我们提
出了这两大要点（参阅：依六十
三16-17、19，六十四2-7；谷
十三33-37）。教宗方济各11月
29日主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与
新擢升的枢机一起举行弥撒时，
以这两个关键词为主轴，展开弥
撒讲道。那么，该如何保持醒寤
呢？
教宗表示，「将临期是一段牢记
天主临近的时期，祂曾降临于我
们中间」。而依撒意亚先知鼓励

我们恳请天主再次降临，祈求
说：「望祢冲破诸天降下。」教
宗指出，「信仰的第一步，便是
告诉上主我们需要祂，需要与祂
同在」。「将临期和礼仪年的首
要讯息，也是要承认上主已临
近，恳求祂再次降临。祂渴望前
来接近我们，但祂提出建议、
却不强迫人接受；我们应当勤奋
不倦地求祂降临。将临期提醒我
们，耶稣曾降临在我们中间，
而且末世之际祂将再次来临。
然而，我们问自己，要是祂今天
不来到我们的生命中，这些降临
又有何用呢？让我们恳求祂的来
到」。
「主耶稣，求祢降临！」我们可
以随时随地这样呼求祂，「在聚
会、读书、工作和做决策之前，
以及在重大时刻和考验中。这是
个简短却发自内心的祈祷」。我
们若是恳求耶稣与我们同在，我
们也必须保持醒寤，好能觉察到

祂的临在。生活中常犯的错误之
一是「迷失在千千万万的俗务之
中，却没有发现到天主」。教宗
强调，我们一旦计较个人得失，
「恐怕会舍本逐末」。在黑夜
中，我们必须醒寤。
教宗说：「我们与主同在的日子
将会来到。上主来临时，我们不
可丢失灵魂：黑夜将会过去，上
主将要起身带领我们，祂是为我
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
醒寤意味著等待这一切，不灰心
丧志，却在望德中生活。如同一
直深爱我们的那一位，在我们出

生以前就期盼我们那样，现在身
为爱的天主，也在等待我们。倘
若天国在等著我们，那么为什么
要按照现世的要求来过日子？为
什么要眷恋于金钱、功名、成就
和一切必会消逝的事物？既然白
日的光明在等待著我们，为什么
又要浪费时间来埋怨黑夜？为什
么要找靠山来谋求晋升，冀望借
此在事业上平步青云？这一切都
会过去。上主说，你们要醒寤！
」
耶稣受难的前一天，在最后晚餐
结束后，在革责马尼庄园里，在

鸡鸣时，耶稣虽然与门徒同在，
门徒却无法保持醒寤。教宗提醒
道，我们也可能变得麻木，也就
是陷入「平庸的沉睡」中。「上
主降临的时候，我们忘记初爱、
因循苟且，只顾生活安逸，缺乏
爱天主的动力，毫不期待祂的新
意，我们变得平淡无奇、不冷不
热、世俗凡庸。这会消耗信德，
因为信德与平庸背道而驰：信德
是热切渴望天主、不断地勇敢皈
依、放胆去爱、始终前行」。
信德绝非浇一盆冷水，而是炽热
燃烧的火焰。耶稣无法忍受不冷
不热的态度。教宗表示，「看得
出来，天主轻视不冷不热的人」
。为此，我们必须从睡梦中苏
醒，在祈祷中保持醒寤，因为「
祈祷等同于点亮黑夜」，与上主
协调一致。
「祈祷是让天主来亲近我们。因
此，祈祷使人摆脱孤独、带来希
望。祈祷让生命充满氧气：正如
生活不能没有氧气那样，基督徒
也不能缺少祈祷。我们多么需要
基督徒为昏沉睡著的人守夜，多
需要朝拜天主的代祷者日日夜夜
地把历史的黑暗带到耶稣这位世
界之光面前。」

教宗公开接见：寄托于天主的祝福
天主如父如母从未停止降福世界

擢升13位新枢机的枢密会议在遵
守防控新冠疫情的规则下举行，
教宗在礼仪中指出，枢机礼袍的
鲜红色是鲜血的颜色，不可成为
用于区别显赫的世俗标记。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1
月28日下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
公开常务枢密会议，擢升13位新
枢机。这是他履行牧职以来的第
7次，也是采取疫情防控措施后
的第1次。百余人出席了礼仪，
两位新枢机因无法抵达罗马而缺
席，他们是菲律宾卡皮斯教区总
主教阿德文库拉和汶莱宗座代牧
沈高略主教（Cornelius Sim）
，但同样会领受枢机的荣衔。
在13位新枢机中，9位有选举教
宗的资格，其他4位因年逾80岁
而丧失了这项权利。擢升枢机
的礼仪在大殿内的宝座祭台前举
行，没有枢机彼此互祝平安的拥
抱礼，而授予枢机红色方帽、权

戒和领衔圣堂的诏书则依循惯常
礼仪。枢机团的许多成员通过网
上连线参加了枢密会议，以往新
枢机们接受的礼貌拜访则被取
消。
 礼仪一开始，世界主教会议秘
书长格雷奇主教首先代表全体新
枢机向教宗致词，随后教宗发表
讲话。这次枢密会议的读经选
自《马尔谷福音》。耶稣在与门
徒们谈话时，第3次宣布祂不久
后的死亡和复活。他们朝耶路撒
冷走去，耶稣与12宗徒的谈话是
在路上进行的。祂刚说完话，雅
各伯和若望便走近祂，请求一个
十分不恰当的恩惠，让他们一
个坐在耶稣的右边，另一个坐在
左边。耶稣答道，这“不是我可
以给的，而是给谁预备了，就给
谁”（参：十32-45）。
教宗表示，道路向来都是教会行
走的环境。“耶路撒冷总是在我

们前面，十字架和主的复活属于
我们的历史”。“福音的这句圣
言常伴随著擢升新枢机的枢密会
议。这话不是‘陪衬’，而是我
们今天与耶稣一起行走的路标，
祂走在我们前面。祂是我们生命
和牧职的力量及意义”。
教宗指出，如今愿意跟随耶稣
的人也该用这句话来衡量自己。
那时，门徒们因耶稣的话而感
到惊慌和害怕，心中想著在耶路
撒冷将要发生的事。耶稣理解他
们。“上主懂得那些跟随祂的人
的心情，并非无动于衷。耶稣绝
不遗弃祂的朋友们，绝不忽略他
们。即使祂似乎在自己的路上径
直走下去，祂总是为我们走这条
路。祂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
而做，为了我们的得救。在12宗
徒的特定情况中，祂这样做是为
了准备他们经受考验”。
耶稣希望祂的门徒“总是在祂

的道路上与祂同行”。祂的道
路就是苦难、死亡与复活的道
路，是“上主的仆人的道路”
。耶稣认同这条道路，说“我
是道路”（若十四6）。教宗强
调，“就是这条路，不是别的
路”。然而，在这个背景下却
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两
位兄弟向耶稣表明了自己的心
愿：“赐我们在你的光荣中，
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
左边”（同上，37）。
教宗对此评论说：“这是别的
路，这不是耶稣的道路，却是
另一条路。走这条路的人可能
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利用’
上主来抬高自己；如同圣保禄

所说，这种人设法谋求自己的
事，而不谋求基督耶稣的事（
参：斐二２1）。”
如果说耶稣没有对雅各伯和若
望动怒，其他的门徒也会对他
们的请求表示反感。但耶稣让
他们知道，这请求是在“离开
正道”。教宗说，这是一种诱
惑，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众人都希望爱耶稣，愿意
跟随祂，但我们必须经常醒
悟，好能留在祂的道路上。我
们能用双脚和身体跟随祂，但
我们的心思会远离，会使我们
离开正道”。

教宗方济各：等待上主的来临
不可陷入平庸冷漠的昏昏欲睡

教宗主持公开接见活动。

教宗主持擢升13位新枢机礼仪
十字架和世俗是不可调和道路

教宗与新枢机一起举行弥撒圣祭。

教宗主持擢升位新枢机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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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马来西亚天主教
主教团响应各国的号召，参加
联合全球的防止针对妇女与女
童的暴力行动。这项行动是配
合国际防止针对妇女与女童的
暴力行动日而举行，其2020年
的主题是“把世界涂上橙色：
基金、回应、防止，接受”。
天主教主教团主席暨吉隆坡总
主教廖炳坚在一篇文告中说，
儿童的福利至关重要，我们全
体必须负起我们保护儿童的社
会责任，并肩负起承担，在任
何情况下都保护我们的儿童。
随着对妇孺的各种暴力日益加
剧，几至等同于在新冠大流行
之外的隐形大流行的可怕程
度，我们必须采取各种行动，
以确保受害人投报他们在任何
场所，包括祈祷的地方受到的
性暴力和骚扰，而不需害怕不
良反应、污名化或羞耻。
他说，为防止和投报性暴力和

各种形式的身体或心理凌辱的
政策及条规必须准备好，同时
让大家都知道，所有受害人应
得到咨询，同时社群随时都给
予支持。
他说，所有具地位的人无论属

官方或民间的，必须发出反对
性别暴力的声音。所有人都须
知道，所有的性暴力，无论是
在婚姻内或外的强奸，强逼的
性行为及逼婚、儿童欺凌、紧
跟随或网络迫害都不能容忍，
同时侵犯者将受到迅速和法律
的制裁。
廖总主教说，天主教主教团大
多数的教区都已设立委员会，
积极的推行防止儿童受侵犯的
有效计划，其中包括给予受害
人的物理治疗和支援。同样
的，大马其他基督教会也已经
具有或承诺设定政策指南，以
提供保护儿童的愿景与使命声
明。
教会拟定的政策包括教会职员
处理儿童的行为准则，录取和
审查儿童工作人员的准则，接
受和处理对侵犯儿童投诉的手
续，为教会人员举办训练有关
保护儿童醒觉计划的课程。以

及监控及评估儿童保护政策的
程序。
廖总主教说，马来西亚天主教
主教团和他的办事处将继续与
拥护团体的人员合作，以致力
于阻遏我们社会的性别犯罪。
我们借此机会申明我们的承
担，积极的参与停止此种荒唐
侵犯人权的全球努力，我们重

申我们的支持所有组织向受害
人伸援的的工作。我们呼吁大
家和这些组织合作，以便受害
人和生存者恢复生命完整性之
后，将会实践上主赋予他们的
的前程，并振奋起来成为我们
社会的坚强贡献者。

大马天主教主教团支持国际行动
防止对妇孺性暴力及伸援受害人

（八打灵再也讯）此间圣依纳
爵堂为迎接新礼仪年的将临期
以及圣诞节的来临，编写了一
本册子，供教友家庭和个人的
参与这两个重要节日，以及作
出反省；并希望在这新冠肺炎
疫情的限制下， 它能陪伴大
家度过一个有意义，充满恩宠
与灵修的将临期和圣诞 期。
圣依纳爵堂本堂神父黄聪颖神
父在册子上发表序言说，我们
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祈祷，
施舍和爱心，作好准备，迎接

将临期和圣诞节的来临。
他说，我们大家在各个程度上
都因新冠肺炎的肆虐，受到极
大的阻扰和影响，对很多人来
说，今年的圣诞节将与往年不
同。不过，在此明显的黑暗时
期，有迹象显示未来的日子可
能会更加好，而我们必须决心
向上主献上我们诚心的祈祷和
补赎。
当我们在欢迎将临期之际，我
们应该自我反省和关注：将临
期和即将到来的耶稣诞生对我

们每个人，对我们
的儿童和其他人具
有什么意义？我们
对基督的诞生时刻
有什么记忆？我们
如何白白的领受了
天父的这份奇妙礼
物？
我们也应该更深一
层去认识将临期及
圣诞节的意义。它
并 不 只 是 家 人 团
聚，拿礼物和欢庆
而已。我们要自问
该如何穿上新衣去

迎接耶稣，以及改进我们未来
的生活。这是有关内心的准备
和感恩去迎接祂的来临- 主与
我们同在。
黄聪颖神父又说，今年，我们
庆祝圣诞节的主题是：“耶稣
基督，为你诞生！”。我也希
望透过大家所参与的圣诞歌曲
影视录制和圣诞贺词的录制，
能够提升你们对我们的堂区-
圣依纳爵堂的归属感。
让我们继续为疫情大流行的
早 日 结 束 祈 祷 ， 以 便 我 们
能够尽快重回圣依纳爵天主
堂，亲身的参加弥撒圣祭以
及各种教堂的活动。凭着合
一努力，我们相信明天将将
会更好。

撰文：Catherine Wan
（亚庇讯）11月20日下午，国语
主日学七十名学生，分两批在聖
心堂區中心参加初领聖體彌撒；
第二天，11月21日上午三十九名
華语主日学学生初领聖體。另
外，英语主日学学生一百零一位
则於11月28日上午参与初领聖體
彌撒，分四组在不同的时间进
行。
在彌撒之前，每位学生都要辦初
次告解，以准备心灵初领聖體。 
个人告解由本堂羅志康神父安排
三位副本堂：锺勝利神父， 剌
斯.羅林神父，西满·威廉神父
和劉志强神父一起听告解，并分
批在不同的時間在聖心堂區中心
F7室和F6室舉行彌撒。
各主礼神父在彌撒講道中，希望
孩子們真正相信透過聖體聖事，
他們實领耶穌圣体到他们的心
中。因此，他們被要求活出爱主
爱人的信仰，懂得宽恕别人，並
努力祈禱，以加強自己與耶穌的
關係。
透過初领聖體，他們開始正式全
面参与彌撒。神父也鼓励他们的
父母以生活為榜樣，肩負起培養
子女信仰的責任，带领孩子出席
主日彌撒，度祈祷的生活。

这次初领聖體彌撒不在教堂舉
行，而在堂區中心舉行，并根據
馬來西亞衛生部制定的標準操作
程序运作，仅限初领聖體的学
生，一些傳道員与其中一位父母
出席。        
该堂的初领聖體原計劃於今年10
月舉行，但由於新冠大流行病的
疫情而被延遲，直到沙巴州政府
放眾有条件行管令。自行管令於
三月中实施， 主日学都不能在
教堂范围内开课，导致学生在线
上上课。
值得慶幸的是，主日学初领聖體
的学生有機會在今年的疫情下辦
和好聖事，并能领受聖體聖事。

迎接2020年将临期。

（古晋讯）砂拉越联合教会
主席兼天主教古晋总教区傅
云生总主教表示，基于冠病疫
情，原订12月5日举行的圣诞
节大游行，以及17日在联合教
会举行的联合圣诞崇拜皆告取
消。

傅云生说，这两项活动将聚
集大批人潮，包括来自不同教
会及地方的人士，而且也会吸
引众多民众在路旁观看游行。

“在冠病防疫期间，大家都
在努力控制疫情。因此，为了

古晋市民安全，我们同意取消
这两项常年活动。”

改为线上报佳音
傅云生总主教告诉《星洲日

报》，遵循砂州其他宗教单位
发布的指示及标准作业程序，
今年也不会举办报佳音活动。

“天主教方面，我已嘱咐青
年团采取线上报佳音并上载到
优管（you tube）的方式，继
续传扬圣诞佳音及精神。”

他 呼 吁 教 友 们 发 挥 慈 爱 精
神，踊跃举办慈善活动，例如

捐血活动、捐助贫穷及有
需要的家庭和人士。明年
1月开学时，也为有需要的学生
提供援助，包括提供文具及口
罩。

“我恳请教友及朋友们，踊
跃捐献给各自教会及组织，发
挥助人精神，帮助及祝福贫穷
及有需要的家庭和学生。”

在这将临期，古晋总教区正
筹办一个向贫困家庭分发食物
篮和口罩的项目。 傅云生总主
教敦促所有天主教徒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4 日之间慷慨地向
将临期呼吁基金捐款。 

傅云生总主教呼吁， 新冠肺
炎大流行对全球社会的每个行
业都产 生了不良影响，导致穷
人和弱势者遭受了很多苦难。

另一方面，天主教古晋总主
教区教友互助会会长甲必丹拿
督许中新受询时也证实，由于
冠病疫情因素，今年教会不会
沿家逐户展开报佳音活动，每
年举行的圣诞节联合报佳音大
游行也取消。不过，平安夜和
圣诞节弥撒仍会照旧举行。

古晋教会圣诞防疫不松懈  
大游行与联合崇拜取消 

亚庇圣心主教座堂疫情下举行       
210各语文学生初领圣体 

罗志康神父主持华语班学生
初领圣体。

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廖炳坚
总主教。

傅云生总主教去年参加大游行。

防止对妇孺性暴力的海报。

圣依纳爵堂黄聪颖神父。

圣依纳爵堂为教友准备册子
积极迎接将临期与圣诞节



雅加达（信仰通讯社）—印度尼
西亚主教团就中苏拉威西岛波索
市发生的屠杀基督徒惨案发表声
明，指出“波索的血腥、暴力事
件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类和文明的
范畴，彻底践踏人性价值观以及
宗教训导”。日前，一个基督徒
家庭的四口人被活跃在这一地区
的“东印尼真主战士”恐怖分子
野蛮残杀，还烧毁了他们的住房
和祈祷所。十一月三十日，主教
团发表了上述声明，代表全体信
众“向着家庭表示深切哀悼”。
印尼主教团主席，雅加达总主教
区总主教苏哈约枢机在声明上签
字。文件重申“坚决支持地方和
联邦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同恐怖主
义作斗争、伸张正义、保障公民
的社会安全”。

教会强烈要求“在全国各地彻底
铲除印尼圣战者恐怖组织”；维
护正义与稳定、致力于多元宗教

的国家繁荣昌盛。天主教会完全
支持国家政府以及治安力量的反

恐斗争、各种遏制暴力和打击煽
动宗教仇恨的努力。“鼓励社会
关注各宗教团体间的良好关系、
展开对话、和睦并和谐相处”。
印尼天主教会强调将继续为深受
恐怖主义困扰地区祈祷、展开团
结互助活动、加强向和平之君耶
稣基督的祈祷。
波索（信仰通讯社）—十一月二
十七日，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
波索四名基督徒被救赎军屠杀。
印尼天主教会组织联合发表严
正声明指出，“需要挽救国家免
遭恐怖行径的危险。我们严正谴
责各种恐怖行径和宗教原教旨主
义、腐败和摧毁环境”。遇害的
四位基督徒同一个家庭的成员，
其中一人被斩首、另外三人被枪
弹打死，身体还遭焚烧。警方怀

疑是“东印尼真主战士”恐怖组
织所为。
印尼公教女性组织、公教知识分
子协会、公教青年组织一致谴责
了这起野蛮暴行。并对此感到震
惊和愤慨、要求政府及时采取干
预行动，挽救国家免遭恐怖暴行
的威胁。要求“印尼全社会鼓起
勇气制止暴行、推动合一。我们
应该积极挣断暴力和不宽容的枷
锁”。
苏拉威西岛恐怖主义暴行震惊了
印尼全社会，许多宗教及民间社
团纷纷谴责了暴行。维多多总统
发表全国讲话，强调“印尼的
土地上没有恐怖行径的位置”。
宣布已直接下令当地警察展开调
查、将凶手绳之以法。

在迎接圣诞节之际，
圣座平信徒、家庭和
生命部邀请青少年透
过社交网站讲述他们
与离自己或远或近的
长 者 建 立 的 密 切 联
系。
（梵蒂冈新闻网）为
了在疫情中迎接圣诞
节，教会发起多项活
动，返回庆祝耶稣圣
诞的根源。圣座平信
徒、家庭和生命部邀
请青少年响应教宗方
济各的号召，与居在
家中或远方的长者建
立宝贵的联系。出于卫生安全的
考虑，有些长者在这段时期远离
亲人，经常处在孤独中。
这项邀请活动名为“智慧的恩
典：在圣诞节聆听祖父母和长者
的讲述” 。圣座这个部会邀请全
世界的孩子们将他们从长者那里
听到的话语写入话题标签#智慧
的恩典（#aGiftOfWisdom）内。
活动的构思是：在疫情时期，社
交网站和虚拟世界成为言论和沟
通的主要广场，孩子们需将在这
段时期接触的一位长者的回忆、
建议，以及一份智慧的恩典上传
到社交网站。
可惜的是，在许多情况中，为了
遵守现行的卫生规则，孩子们与
长者的会面只能以视频、电话或
短讯的形式远程进行。但无论

如何，这都是值得去发现的珍
宝。为参加这项活动，只要把长
者的话语上传到社交网站，使
用话题标签#智慧的恩典即可。
意义最重大的帖子将在圣座平信
徒、家庭和生命部的社交网站@
laityfamilylife上传播。
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期
望，全世界的孩子们以这种方式
与孤独的长者建立密切的关系。
此前，该圣座部会发起过类似的
活动，题为“每位年长者都是你
的祖父母”，并“收集了许多青
少年向他们的祖父母或选定的祖
父们作出的虚拟拥抱”；教宗
方济各在第32届世青节的机会上
也邀请青年们要有“长者的智慧
和梦境”。如今发起“智慧的恩
典”活动，正是基于上述基础。

黄文逸主教为七间教堂举行了落
成典礼，这对「天主的宗教信仰
是个好消息」。 当地的天主教
徒为这场疫情大流行的奋斗作出
贡献，一项针对偏远地区40名儿
童的教义计划开始了。一个赫蒙
族（H'mong）修女说: 「这里
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团结互助中。
」
河内（亚洲新闻）–  在上主日
（将临期首主日）弥撒讲道中，
北宁教区黄文逸主教 (Cosma 
Hoàng V眾n 眾眾t) 对恢复教

会的牧民活动表示高兴。
他说：「在经历了数月的大流行
限制之后，我探望了多个堂区
并为7个教堂举行了落成典礼。
」「一个小小的信徒小区只有
11个家庭，他们共同建立了神圣
教会。 对于天主的宗教信仰来
说，这是『喜讯』。」
再者，「我很高兴收到外界对有
关教堂有正面评价。 几个地方
政府向我透露了希望他们地方成
为天主教徒，并且感到幸福。」
但是，新冠肺炎紧急情况对越

南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北宁教
区，尽管病例是从国外进口，
但在L眾i S眾n市政当局和H眾 
L眾i村庄仍感染了一些人。
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居
住在两个地点的数千人被隔离放
置。 全国各地的地方当局，医
生、护士和许多捐助者已经帮助
了受影响的小区。
在禁闭期内，北宁教区向天主教
徒和非天主教徒提供了药品、食
物和水。此外，还派出了一名神
父为当地天主教徒服务。

主教在其将临期牧函中解释，对
越南天主教徒而言，这一大流行
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还
影响了信仰见证、祈祷和弥撒。
「因此，我们教区的许多人感到
悲伤。 许多兄弟姊妹担心信仰
会丢失。 此情况并非如此；相
反，此事加强了信仰。 得益于
信徒的贡献，它甚至向不认识天
主的人传播。」
例如，由于有一些天主教学生的
帮助，希克（Hich）的教堂开
始了一项针对40位偏远山区儿童
的教理计划。 最后，甚至父母
也加入了。
在危机时期，一位来自北宁道明
会的芒族修女，在网上谈论了她
献身生活。
「我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 小

时候，我多数种菜。 现在，我
教导教区的孩子们。 我每天祈
祷并参加弥撒。 渐渐地，我意
识到圣召非常崇高。 在这里，
每个人都团结一致，在各个方面
互相帮助。」

印尼主教指出为了国家繁荣
迫切需要彻底根除恐怖主义

邀请青少年响应“智慧的恩典”
不让长者在圣诞节感到孤独

新冠肺炎下七教堂落成典礼 
越南北宁天主教社群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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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临期前夕，圣地守护人巴顿
神父隆重进入白冷城。这是一项
为该城所有基督徒举行的活动。
目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朝圣
者无法前来圣地朝圣。
（梵蒂冈新闻网）今年圣地将
在没有朝圣者的情况下庆祝圣诞
节。新冠肺炎疫情停止了甚至连
冲突都未能完全停止的一切。整
个白冷城和巴勒斯坦除了生活在
医疗紧急状况中，还要面对严重
的经济危机，这危机与缺乏游客
和朝圣者息息相关。白冷城已经
因以色列的占领而痛苦，现在没
有了游客，纪念品和圣物店均关
门，经济完全破产。
在这种状况中，现在的挑战是确
保在完全遵守防疫限制规定的情
况下，圣诞节庆祝活动能够顺利
进行。这方面的第一个测试是在
11月28日将临期前夕，圣地守护
人巴顿（Francesco Patton）神
父隆重进入白冷城。
巴顿神父日前接受本新闻网采访
时表示，“进入白冷城一直以来
都是个非常隆重的活动，届时，
将有白冷城团体在场迎接。我们
会步行一段路来到耶稣诞生大
殿，向当局致意，随后隆重举行
将临期的礼仪。我们也将由耶稣
诞生岩洞取火点燃将临期第一根
蜡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
常隆重的活动”。
巴顿神父接著表示，这次的礼仪
活动也将是为圣诞节做的一个检

验台。“虽然没有朝圣者，但是
有当地的基督徒团体，白冷城的
堂区对我们而言是个相当大的堂
区，约有5000名拉丁礼信友”。
巴顿神父称，在白冷城，除了拉
丁礼信众，还有其他宗教信仰的
信徒，在这机会上，很容易看到
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礼仪。总体
来说，在圣地有著大公合一的气
氛。
这位圣地守护人指出，须要看看
能做什么，因为在以色列，不论
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参与礼仪的
人数仍受到限制。而在巴勒斯
坦，没有这方面的限制，但这并
不表示没有病毒。我们应该尽一
切努力帮助人们，避免节日后来
变成感染病毒的原因，再后来成
了痛哭的日子。
此外，巴顿神父也提到12月4日
和5日这两个重要日子，因为新

任宗主教，皮扎巴拉总主教将隆
重进入耶路撒冷。他将首次以
宗主教的身份进入圣墓大殿，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和意义深远的
仪式。他要在整个基督宗教信仰
最神圣的地方受到迎接。12月5
日，皮扎巴拉宗主教将在圣墓大
殿主持弥撒。巴顿神父还提到皮
扎巴拉宗主教将于12月24日，圣
诞节前夕，隆重进入白冷城，并
在圣女加大利纳堂主持圣诞子夜
弥撒。
巴顿神父最后称，到时也须要看
看如何做。“所以我说，11月28
日的礼仪也有点是一个检验台，
看看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
么适合，什么不适合。“我们努
力邀请人们遵守最基本的规则，
比如戴口罩，使用手消毒液，至
少保持一点的距离。一切都需看
看情况进展如何”。

印尼主教指出要根除恐怖主义

北宁教区黄文逸主教。 

白冷城耶稣诞生地。

虽无朝圣者圣地开启将临期
守护神父隆重进入白冷城

邀请青少年响应“智慧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