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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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这主日庆祝耶稣受洗日。耶
稣受洗在福音中是项重大的事
件，四部福音书都有记载（谷一
7-11；玛三13-17；路三21-22
；若一32-34）；而在《马尔谷
福音》，这事件正是天主子耶稣
基督福音的开始。耶稣受洗之后
亲自走出去宣讲天主的福音，然
后又召叫门徒们出去宣讲福音（
谷一14-20）。这是福音向我们
宣讲福音；福音召唤我们去宣讲
福音。
教会礼仪常要我们以主日的第一
篇读经作为阅读主日福音的背
景。在这主日的读经一（依五五
1-11），我们看到天主关注子
民在旅途中的口渴；祂白白地赐
给他们水喝，维持他们的生命，
使他们能从充军之地平安归来。
水的恩赐看似微不足道，却是生
命的根源；有了生命才能享受其
它的恩赐。果然，天主赐给了子
民水喝之后，又许诺要赐给他们
食物、住处、生计（1-2节）。
在这一切之后，天主还要与他们
订立永久的盟约（3节），也就
是赐给他们信德，召唤他们悔
改、归附上主（6-7节）、聆听
上主有效率的话语（11节），进
而得享喜乐幸福（12节）。
若翰藉着施洗的水来唤醒我们记

住上主如此亲近那些愿意归向祂
的人，而群众前来接受若翰的施
洗也表示他们愿意归向上主（谷
一5）。然而，若翰却也意识到
生命确实很容易变得枯窘。诸多
的宗教法规重压在人们身上，再
加上世俗方面的挑战，导致他们
缺乏自由，无法聆听天主。他们
的心灵已经干枯了太久，水已不
足以复苏他们枯竭的心灵。他们
需要的已不只是水，而是上天的
能力亲自降来、并介入他们的生
命；他们需要那在创世之初在水
面上运行的圣神（创一2）。在
「起初」那一时刻，天主说了生
命的话语，赐予了万物生命。人
们现在需要天主再次对他们说出
生命的话语，重新赐予他们生
命。
在人们眼中，若翰是一位伟大的
先知和圣者，是为上主准备道路
的旷野呼声；但若翰自知完全没
有能力赐给人们所需要的圣神，
他只能唤醒人们去渴望唯一能赐
给他们圣神的那一位。若翰宣告
说：「比我更有力量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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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一7-8
）。在圣经传统中，「解人的鞋
带」意味着叫人转让他的权利（
参阅：乙年将临期第二主日讲

道），若翰的确没权利也无能
力接过耶稣的权柄。耶稣必须
亲自以圣神洗我们；唯有耶稣
能赐给我们圣神，叫我们得以
重生。
恰如若翰所宣告的，耶稣从纳
匝肋来到了约旦河，但祂不仅
没有以圣神给人施洗，反而接
受了若翰的水洗，加入了众人
的行列。耶稣受洗之后，看
见天裂开了，圣神有如鸽子
降在祂身上，天上又有声音对
祂说：「祢是我的爱子，我因
祢而喜悦」（谷一11）。天裂
开了，圣神有如鸽子降来；这
两个事件是因耶稣受洗而发生
的，耶稣也因而被肯定为天主
的爱子。换句话说，耶稣接受
了为众人的洗礼，与众人打成
了一片；天开了，从此就不再
天人路隔，而是天人相通、天
人合一。天主亲自为自己的子
作证：这是祂的意愿（参阅读
经二：壹若五9）。因此，祂派
遣那拥有大能的圣神以温顺柔
和的鸽子形象降到耶稣身上，
展示出天主从此要温和待人，
而温和就成了耶稣最强大的力
量，更新万物的力量。耶稣是
天主所喜悦的爱子更表示天主
从此乐意以慈爱与人同在，在
人的生命旅程中与人同行，且

同行到底。
天开了这一事件也可理解为天
主欣然地接纳了人的朝拜和祭
献。以后，耶稣在山上显圣容
时，天主会再次肯定耶稣是祂
的爱子，祂所喜悦的（玛十七
5）。天主所喜悦的爱子必要完
成天主温和待人，与人同在、
且同行到底的救恩计划。耶稣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十字架
上，向天主大声呼喊说：「完
成了」，并把自己的生命当作
祭品献给天主（若十九30；玛廿
七50；路廿三46；谷十五37）。
天主那时将再次冲破天际（「
圣所的帐幔从中间裂开」：路
廿三45；谷十五38；玛廿七51）
，降来接受耶稣的生命祭献。
无论人犯了多大的罪过，耶稣
的生命祭献仍将使人与天主重
归于好；「这就是说：天主在
基督内使世界与自己和好，不
再追究他们的过犯」（格后五19
）。
耶稣受洗的事件对我们有何实
际的意义，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呢？耶稣接受了为众人的洗
礼，使天裂开、不再关闭，使
宇宙不再枯竭，又让圣神能在
祂生命中行动，并藉着祂在世
界上施展作为。我们有信德的
人是这事件的见证，而「证据

就是天主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了
我们，而这生命是在祂的子
内」（壹若五11）。因着耶稣为
众人受了洗，天开了；我们既
然是天开了的受益人，就应该
明认耶稣是天主子，学习像祂
那样活在天开了的境况，不要
再把自己封闭在天父的旨意之
外，却要时时承行天主的旨意。
我们都受邀跟随耶稣，如同祂
那样敞开自己的心灵，让圣神
也能降到我们身上，在我们的
生命中行动并施展作为。主耶
稣！求祢守护我们在祢内的生
命，永远不让我们丧失圣神。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今日的弥撒福音说：

若翰宣告说：「那比我更有力量
的，要在我以后来，我连俯身解
他的鞋带也不配。
我以水洗你们，他却要以圣神洗
你们。」
在那些日子里，耶稣由加里肋亚
纳匝肋来，在约但河里受了若翰
的洗。
他刚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
了，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上面；
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
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谷一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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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名 是 主 受 割 禮 日 , 英 文 是
Feast of the Circumcision, 
後來改稱這天為「天主之母
節」，原爲小聖嬰行猶太律法
的割禮，後為天主之母節，都
是彰顯了主耶穌的人性，證明
了主耶穌亦神亦人，與我們同
在。因為聖母既是耶穌在世的
母，自然，我們不能忘記作爲
人的耶穌，割損，接受了洗
者若翰的洗就是爲了表達耶穌
基督的至聖人性；作爲人，他
會餓，會流眼淚，會痛，會害
怕，會口渴，會憂心如焚。所
以天主之母的信理主要是針
對“耶穌基督”並非指向聖母
的，教會絕對知道一個事實：
無始無終的天主不可能有母
親。
所以，耶穌基督割損也好，受
洗也罷，這一切的行動，説明
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神學理念。
聖母瑪利亞不是神，而只是孩
子真正身份的顯露後，而作爲
一個母親，不論孩子變成什
麽，這個母親的事實是不會因
此而改變的。就好比，你那一
天成了聖人後，你的母親就是
某某聖人的母親。天主之母，
只是聖母領受的至高恩寵。不
是超越天主，而是因著她的至
高無上的服從，奉獻和犧牲而
被給予，作爲人所領受的至高
榮耀。

我的信仰不是來自聖母，但是
我絕對對這位願意接受，為了
天主而背負着如此巨大的壓力
的一個，當時只是一個小女孩
的瑪利亞。爲了天主而接受了
許多生了孩子之後的不確定的
命運。西默盎還説了：你自己
的心也將被一把利劍穿透，最
後不是一把，是七把劍穿透一
個弱小女孩的心。如果沒有至
聖人性的恩寵，是如何承受的
呢？所以，這一切都是爲了告
訴我們，耶穌基督人性中的至
聖天主性也分享了給自己的母
親瑪利亞，父親若瑟和許許多
多跟隨祂的聖人，也可以包括
我們每一位。
這也就是説明了一點，非常重
要的一點，聖母的天主之母的
稱謂，這個榮耀，我們人所有
的天主性帶來的榮譽，不是人
間用利益所購買的，而是經過
了真正耶穌基督的恩寵，一定
是擁有了這個生命之源，聖
子耶穌基督的恩寵而贏得的真
福。世界有太多的名銜，但有
什麽名銜比天上的名銜更為重
要？

正如大德蘭，小德蘭在面對
死亡時，所關心的不是自己在
世界上得到什麽，而是關心的
是：我是教會的女兒！因爲他
們知道這才屬於天國的。聖保
祿宗徒所說的：我保住了這個
信仰！這些屬於天上的孩子，
像聖十字若望一樣：我把我的
靈魂交在禰手中，一樣的爲死
亡而喜樂。
今天的讀經一，大家都非常
熟悉的一首聖歌：願上主降福
你，保護你。願上主以慈愛待
你，施恩於你；願上主看顧
你，賜給你平安。對聖母瑪利
亞擁有這個“天主之母”的至
高封號，只是教會的心意，但
對聖母而言，還有什麽比這個
祝福來的更重要！因著聖嬰的
誕生，聖母作爲一個母親，第
一個首先看顧了她，賜給了聖
母心靈的平安；降福了她，保
護了她，以慈愛對待了她。這
在某一層面上，告訴了我們，
人是可以分享主耶穌基督的恩
寵的，首先的就是瑪利亞，所
以她被成爲萬福，恩寵之母。
這和天主之母的説法，有著異

曲同工之妙。
我們也透過一個平凡之人，
瑪利亞，若瑟的命運，來看
看我們自己。聖保祿在今天
的書信中提到了：因著耶穌
基督，我們有機會回到了：
成 爲 天 主 的 兒 女 ， 因 著 聖
神 ， 我 們 可 以 稱 天 主 為 阿
爸，父！我們不再是奴僕，
而是兒子了，因著耶穌基督
這位聖子，靠著這個恩寵，
我們也成了繼承人，天國的
繼承人。這是連天使都會嫉
妒的關係。
難怪這麽多人都嫉妒著聖母
瑪 利 亞 ， 但 卻 不 知 道 這 背
後有多少人事上的掙扎，恐
懼，害怕，如果沒有信德，
望德和愛德的支持，誰能如
此，寧靜的默存心中反復思
索 著 這 一 切 無 法 理 解 的 安
排。
今天也是世界和平日。在元
旦這天，也被指定為教會的
聖母日，天主之母的意義更
顯而易見的。聖神孕育的世
界所帶來的和平。一切混沌
的狀態時，天主説話了，聖
神服從了，生命秩序展開；
聖母也服從了天主的，聖神
在瑪利亞懷中孕育了，基督
來的人間，開始賜個我們失
去的平安！世界和平日，今
天告訴了我們和平來自服從
天主的旨意，是人的旨意必
終走向戰爭和虐殺生命。

世界世平日，從尊重生命開
始，照顧我們所居住的環境
開始，要做到這一切，該當
從敬畏上主，相信，服從生
命的主宰開始。我們心中不
懷著聖神，教會作爲母親，
如果不懷著聖神，我們的心
中不屬於基督的宮殿，聖神
的宮殿，我們將會處在混沌
一片的狀態中。
讓我們多學習聖母：
作爲母親的，如果要讓孩子
能擁有一個和平的世界，不
但把自己交給天主，也將孩
子交在天主的手中。作爲母
親，天主每天都在母親的身
上有不能理解的安排，聼了
都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 牢
記在心中，反復思想。用一
切美善的目光，信德的目光
注視著天主，信德的等待那
不知何去何從的生命。
家庭需要慈父慈母，我們的
信仰也需要慈父和慈母！大
德蘭母親離開人間，她還很
小；小德蘭也是如此，十字
若望的卻是父親，而他們在
聖母，在耶穌身上，獲得了
沒有人間家庭的溫暖，卻在
聖母身上，耶穌主的身上，
獲得了莫大的平安。福音就
是平安的福音。最後，再用
這段話來祝福大家：願上主
降福你，保護你。願上主以
慈愛待你，施恩於你；願上
主看顧你，賜給你平安。

主受洗节：从此就不再天人路隔
耶稣受洗之后圣神降在祂身上

庆祝天主之母节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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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生命不是卖
弄才能，而是迈向爱我们的那一
位的旅途。」教宗方济各元月6
日主显节在弥撒讲道中如此表
示，并鼓励我们发现朝拜天主的
真谛。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
不必出示品德优良的证明书，却
要效法东方三贤士，明白天主厌
恶各种夸耀，在平凡的境遇中，
在卑微和被排斥的人身上，发现
隐身在其中的天主。
朝拜的需求乃是人之常情，但是
人很容易搞错目标。事实上，我
们「若不朝拜天主，就会去朝拜
各式各样的偶像」。如此一来，
「信徒将会崇拜偶像」。教宗引
用一位法国诗人的话，警惕道：
我们若不朝拜天主，最终就会朝
拜魔鬼。为此，教宗期勉众人反
省一个事实，即：「朝拜上主并
不容易，绝非一蹴而就：它需要
某种灵性的成熟，那是一段内在
旅途的终点，有时路途漫长。」
「在我们的时代里，格外需要个
人和团体拨出更多时间来朝拜，

不断学习更好地默观上主」。教
宗指出，关于朝拜的方法，我们
可以从东方三贤士朝拜耶稣圣婴
的事迹里（参阅：玛二1-12）
，汲取三个值得效法的要点，分
别是：举目观望、踏上旅途和超
越表象。
朝拜上主首先需要「举目观望」
。教宗解释说，这意味著「不被
内心的阴影所禁锢，不浇灭希
望，不让问题和困难占据自己生
活的中心地位」。这并不代表要
否认现实，假装或幻想一切都会
变好；相反地，如此的举动邀请
我们「以新的方式看待问题和焦
虑，知道上主了解我们的艰难处
境，仔细聆听我们的呼声，而且
祂不会对我们流下的泪水无动于
衷」。做到这一切，我们便会向
朝拜敞开心扉。
反之，我们如果陷入问题的泥
淖，不肯举目仰望天主，恐惧就
会侵入人心，使人迷失方向，变
得愤怒、迷惘、焦躁又低落。在
这种情况下，人难以朝拜上主。

因此，教宗勉励众人鼓起勇气，
打破先入为主的定论，明了「现
实处境胜过于我们的臆测」。上
主邀请我们信赖祂，因为祂的确
照顾每一个人。门徒的朝拜便由
此萌生，并发现天主是真正的喜
乐。他们依靠的不是拥有物质财
富、名声成就等类似的事物，而

是天主的忠信，尽管我们会陷入
危机处境，但是天主的许诺丝毫
不减，祂始终信守承诺。
在踏上旅途方面，教宗指出，东
方三贤士在朝拜耶稣圣婴以前，
必须长途跋涉，而这段旅程意涵
著转变。「走完一段旅途的人，
必然蕴藏著某样新意：他增广了
见闻，遇见许多新的人事物，体
验到在面对困难时必须意志坚
定」。为此，我们应当反省：「
如果不先踏上旅途，达成内在的
成熟，就无法朝拜上主」。其关
键在于「接受恩宠的千锤百炼」
，如同圣保禄宗徒所言：「纵使
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损坏，但我们
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格后
四16）
教宗说，失败、危机和错误等经
验，都能帮助我们有所长进。但
重要的是，这些经验能让我们意
识到「唯有上主当受朝拜，因为
只有祂能满足每个人内心深处对
生命和永恒的渴望」。再者，随
著时间流逝，若能怀著信德来面

对生活中的磨难和辛劳，这些磨
难和辛劳必会有助于净化心灵，
使人更加谦逊、更乐意向天主敞
开自己。因此，教宗期许众人「
切莫因疲惫、跌倒和失败而灰心
丧志」。仰望著上主，我们将能
找到继续喜乐地前行的力量，但
我们要记得，「生命不是卖弄才
能，而是迈向爱我们的那一位的
旅途」。
关于超越表象的意义，教宗表
明，朝拜是向君王和重要贵宾致
敬的举动。东方三贤士知道，他
们朝拜的那位是犹太人的君王，
但实际上，他们眼前所见的是一
个贫困的婴孩和祂的母亲。这使
他们的朝拜举动变得非比寻常，
因为「这些来自于遥远国度的智
者，懂得超越那个简陋又几乎
破烂不堪的景象，辨认出一位君
王临在于那名婴孩身上。换句
话说，东方三贤士能『看见』表
象以外的部分」。因此，教宗表
示，为了朝拜上主，目光必须超
越那经常看似骗人的表面。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元
月6日主显节在梵蒂冈宗座大楼
图书馆主持诵念三钟经祈祷活
动。念经前，他说，基督的救恩
工程是为所有人、为每个人。主
显节是上主向全人类彰显自己。
主显节不是另一个奥迹，而是从
光的幅度来看耶稣诞生的奥迹。
我们每个人的任务，是在“信德
中”接纳这光，并“在爱德、见
证和宣扬福音中把光带给他人”
。
当天礼仪中的读经一取自《依撒
意亚先知书》（参阅：六十1-6
），福音取自《玛窦福音》（参
阅：二1-12）。依撒意亚先知
写说：“黑暗笼罩著大地，阴云
遮蔽著万民”（第2节）。在这
视野中，先知宣布了光明：天主
赐予耶路撒冷的光注定要照耀所
有人的道路。这光有吸引所有人

的力量，无论近远，所有人都要
奔赴这光明。
这光明在哪里呢？圣史玛窦在描
述贤士来朝时说，这光是白冷城
的圣婴，是耶稣，即使祂的王权
并未被所有人接受。反之，很多
人拒绝接受这王权，黑落德就是
如此。耶稣是出现在地平线上的
星光、是众所期待的默西亚，天
主透过耶稣实现祂爱的国度、正
义与和平的国度。耶稣诞生不只
是为一些人，而是为所有人，为
所有民族。
基督的光如何在各时代和各民族
历史中传播呢？教宗说，是通过

福音宣讲、言语和见证。基督的
光是通过天主选择来到我们中间
的那种方式，即降生成人，来传
播；换句话说，就是要“成为他
人的近人，与他相遇，接受他的
现实”。教宗表示,“那颗星辰
是基督，但是我们，为我们的弟
兄姐妹也可以并且应该是星星，
见证出天主白白赐给所有人宝贵
的无限仁慈与良善”。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
元月3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图书
馆主持诵念三钟经祈祷活动。
他说，本主日福音的内容告诉我
们，我们默观耶稣的诞生，而祂

其实在一切事物开始之前、在
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之前就已
存在。
若望宗徒以这句话开始他的福
音：“在起初已有圣言”（若
一1）。圣言就是言语。教宗
说，“言语是用来交流，不是

自言自语，而是与某人对话。耶
稣在起初就是圣言，这意味著从
一开始天主就愿意与我们沟通，
愿意与我们说话。父的独生者
愿意告诉我们成为天主子女的美
好。祂是‘真光’，愿意使我们
远离邪恶的黑暗。祂是‘生命’
，祂了解我们的生命并愿意告诉
我们，祂一直爱我们的生命。祂
爱所有人。耶稣是天主的永恒圣
言，祂始终想念我们，渴望与我
们沟通”。
事实上，天主超越了言语，“
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

。教宗问道，圣史若望为什么
使用“血肉”一词，而不是用更
优雅的词语“降生成人”来表达
呢？他说，用这种方式是愿意指
出“我们的人类处于软弱和脆弱
状态”。
“这也告诉我们天主成了脆弱
的，是为近距离接触我们的脆
弱。为此，自从上主成了血肉
那一刻起，我们的生活对祂来
说不再是陌生的，我们可以与
祂分享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
们，天主成了血肉是在告诉我
们，祂在我们的脆弱中爱我
们”。
教宗称，天主成了血肉，就是
说祂成了我们中的一位，而不
是像一个穿衣服的人，“穿了
又脱下”。祂永远与我们的人
性结合为一。耶稣不是来探望
我们，而是来与我们同在。

教宗方济各：主显节谈朝拜天主
要发现藏身于平凡处境中的祂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2
月25日中午时分在梵蒂冈降福大
厅发表圣诞文告，降福罗马城及
全世界。教宗在文告中提到许多
人的面容，以及人类的痛苦和希
望，指出天主藉著降生成人彰显
了祂的大爱与慈悲，耶稣圣婴的
诞生是「为了我们」和「为了所
有的人」。教宗邀请世人看到这
位新生婴孩从白冷城向全世界散
发出的希望光芒，即使在这受新
冠疫情打击的时刻也要注重兄弟
情谊和友爱关怀。
教宗方济各在2020年圣诞文告
说：
我想藉著依撒意亚先知的这句
话：「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
了，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
依九5），将教会在这庆节宣告
的讯息传达给所有的人。
有一个婴孩诞生了：诞辰总是希
望的来源，那是生命的出现，未
来的许诺。而这婴孩──耶稣，
「为我们诞生了」：这个「我
们」没有边界、没有特权、也没
有排斥。那在白冷城由童贞玛利

亚所生的婴孩是为所有的人诞
生：祂是天主赐予整个人类大家
庭的「儿子」。
藉著这个婴孩，我们众人能转
向天主并称祂为「父亲」、「爸
爸」。耶稣是唯一圣子；除祂以
外，没有人认识天父。而祂来到
世上，正是为向我们启示天父的
面容。也因为这样，藉著这个婴
孩，我们众人都能彼此称为弟
兄：无论什么语言和文化，不管
我们的身分和差异，我们众人在
每一陆洲都是弟兄姊妹。
此时，充斥著生态危机，因新冠
病毒疫情而加重的经济和社会严
重失衡。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
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兄弟情谊。
天主在赐予我们祂的圣子耶稣的
同时，将这情谊赠送给我们：一
份并非由漂亮的言辞、抽象的
概念、浮泛的情感形成的兄弟情
谊。不是的。这份兄弟情谊基于
真实的爱，能与跟自己不一样的
人相遇，能分享他人的痛苦，接
近和关怀他，即使他不是我的亲
人，不属于我的族群和我所信仰

的宗教；他跟我不一样，但他是
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在民族与
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也是如此：人人互为手足！
在圣诞节，我们庆祝来到世界上
的基督之光，祂为众人而来：不
只是为了某些人而来。今天，
在这因疫情而变得黑暗又充满不
确定性的时期，希望的多种光芒
呈现出来，例如疫苗的研发。然
而，为了使这些光芒大放光彩，
带给全世界希望，必须让人人都
有机会接种疫苗。我们不能放任
封闭的国家主义阻碍我们活出我
们作为真正人类大家庭的身份。
我们也不能让根深蒂固的个人主
义病毒胜过我们，使我们对其他

弟兄姊妹的苦难无动于衷。我不
能以自己为先，不顾他人，不能
把市场和研发专利的法则放在爱
和人类健康的法则之上。我恳请
各位：国家、企业和国际组织的
领导人促进合作而非竞争，为众
人寻求解决方案：疫苗为所有
人，特别是地球上每个地区最脆
弱和急需的人。应首先考虑最脆
弱、最急需的人！
愿白冷的圣婴帮助我们成为助
人为乐、慷慨大方和团结关怀
的人，尤其关怀那些最脆弱、
患病，以及那些在这段时期没
有工作，或因疫情带来的经济
后果而身处困境的人，以及那
些在这几个月因隔离而遭受家

暴的妇女们。
面对无边界的挑战，不应建立围
墙。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每一
个人都是我的弟兄。在每一个
人身上，我都看到天主的面容，
而在所有受苦的人身上，我都看
到上主请求我的帮助。在每个病
患、穷人、失业者、边缘人、移
民和难民身上，我都看到祂：每
个人都是弟兄姊妹！
「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
依九5）。祂来是为拯救我们！
祂向我们宣告：痛苦与凶恶不是
最后的结局，低头接受暴力和不
义就等同于拒绝喜乐和耶稣圣诞
的希望。
在这喜庆的日子，我特别想到那
些身处逆境却不垂头丧气的人，
他们采取行动，带给人希望、安
慰和援助，帮助受苦的人和陪伴
孤独的人。
耶稣在一个马槽里诞生，但祂被
童贞玛利亚和圣若瑟的爱包裹起
来。天主圣子藉著化为血肉而
圣化了家庭的爱。此刻我想到那
些家庭：那些今天无法团聚的家
庭，以及那些被迫留在家里的人
们。愿圣诞节为众人是一个契
机，以重新发现家庭是生命和信
仰的摇篮，是款待之爱、交谈、
宽恕、友爱关怀和分享喜乐的场
所，以及全人类和平的泉源。

教宗发表圣诞文告降福全世界
家庭是生命和信仰的摇篮

教宗在主显节弥撒中讲道。

教宗发表圣诞节文告。

教宗三钟经：生命有其黑暗
天主的光更加强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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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廖炳坚总主
教有鉴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局
势，以及雪兰莪、吉隆坡和芙蓉的确诊
案例居高不下，但亦看到教友现在的灵
修和圣事需要，故在咨询总教区危机工
作队后，决定从2021年1月4日起，在总教
区的堂区实施修订的防控疫情安全指示。
总主教指出，吉隆坡总教区所有的堂
区，无论是否落在红区或非红区，继续
暂停举行公开弥撒，直至1月14日为止。
总主教继续豁免教友无法参加主日或其
他庆日弥撒的义务。
坚振圣事
廖总主教和两位副主教雷肋士舜和米安
当，将会到各堂区主持领坚振圣事。有
关堂区将会获得其个别日期的通知。
凡是在红区而拥有超过30名领坚振候选者
的堂区，总主教赋予其堂区主任神父、
副主任神父和驻堂神父，得举行坚振圣

事的权力。
另一方面，在红区的堂区，每台领坚振
弥撒的出席者只准20人，包括坚振圣事主
持者和两名代理推动员。如果参加者超
过20人，堂区神父须安排几台弥撒，以便
施行坚振圣事。由于座位有限，其他推
动员和家眷可免出席。为了领坚振者的
家人、朋友和推动员，可以安排线上的
弥撒。

殡葬和婚礼
在红区举行殡葬和婚礼的参加者只限20
人，包括主持人、婚礼男女和证人。非
红区的参加者最多位30人。
儿童洗礼可以恢复举行，但来宾只限于
近亲和推动员。团体洗礼需限制最多两
个家庭。
这项由总教区主教署秘书长蔡锦华神父
签发的通告，也促请堂区的回应小组需

配合总教区的危机工作队，开始准备的
工作，以确保当公开弥撒可以恢复举行
时，他们能够作出必要的反应，例如一
名弥撒参加者可能被确诊患上新冠病毒。
总主教表示，修订的安全指示，除了照
顾教友的牧民需要和有者需流动于两地
之间之外，总教区寻求依照总教区危机
工作队的建议，以及既定的公共卫生准
则，旨在保护我们社群中最脆弱的人。

（亚庇讯）虽然各地新冠疫情严峻，但
没有阻挡人们普世同庆圣诞节的心情。
亚庇总教区黄士交总主教于12月24日晚
上，在此间圣心主教座堂主持圣诞前夕
弥撒；第二天早上7時的圣诞节当天，
黄士交總主教则在聖心主教座堂主持华
语圣诞节彌撒，并透过优管进行现场直
播，讓居家的教友一起参与。
进入聖心堂的路旁立着大型的聖家三口
的看板，禮堂外的大型马槽及教堂内的
小型马槽，及教堂前的聖诞树似在欢迎
教友前来慶祝耶稣的诞生。 在遵守防
疫措施之下，教堂的座位只限三分之一
的容量，大约三百余位已作登记的教友
出席。禮堂也开放给教友出席彌撒。
“天主为什么要降生成人？” 黄總主

教如是提问大家。 主教进一步解释
说聖诞是慶祝‘天主与我們生活的真

理‘!  耶稣降生成人，成爲我們的救
主。祂是我們生活的天主。 我們該以
驯服的心接受此真理，好能分享祂的天
主性。 
总主教又以玛利亚、匝加利亚及依撒
伯爾的回应来提问大家对耶稣诞生在
我們生活中的回应与态度。 这些聖经
人物也和我們一样，虽活在不肯定的
情况中，他们受聖神的引导，传达天
主的平安 ! 总主教希望我們无论在任何
境遇中，都能傳逹天主的平安。
今年的疫情讓传统的挨家挨户报佳音
与主教聖诞节门户开放的活动都得取
消，爲能避免新冠病毒透过群聚而散
播。因而， 聖心座堂的烛光报佳音改
为线上报佳音，由堂區青年牧灵小组
策划，於12月20日晚上7時进行。 大约
千余位教友上网参与。
另一方面，12月24日晚上7時，羅志
康神父在無玷聖母堂舉行圣诞前夕彌
撒，除参加的教友外，并由脸书直
播。

（美里讯）砂拉越北部的美里于2020
年12月30日，迎来了两位新神父，这
无疑是那里的9万多名天主教友的喜
讯。
当天中午在圣道明及玫瑰堂举行的晋
铎弥撒，是由美里教区吴对龙主教主
祭。两位执事亨利沙里和雷肋詹米获
主教祝圣为司铎。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出席观礼
者人数受限制，并须遵守防疫的安全
作业程序。
吴对龙主教提醒两位年轻的新铎要忠
于职守，履行他们的召叫，为上主和
教会效劳。
主教说，你们要真心宣扬福音，执行
圣祭的职责，同时要表现喜悦。你们
也要言行一致，追随耶稣基督的足
迹，做个牧羊人。
两位新铎亨利沙里神父和雷肋詹米神
父感谢天主，让他们获得宠爱与祝
福，蒙召为神父。他们也感谢主教、
神长和家人，使他们能够实现修道的
志愿。
他们也誓言将忠于教会，克尽为主的
责任。

（古晋讯）古晋天主教会在
新 常 态 严 守 标 准 作 业 程 序
下，如期在12月24日晚举
行圣诞节午夜弥撒，以及在
25日早上举行圣诞节感恩
弥撒，以追忆和庆祝二千年
前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同
时也提醒信徒们要时刻准备
迎接耶稣基督再次的来临。
因为疫情的影响，参加实体
庆 祝 弥 撒 的 教 友 人 数 受 限
制，但教会安排了直播线上
弥撒，有超过3万名教友参
加，同欢共庆。
各 圣 堂 皆 布 置 得 焕 然 一
新 ， 尤 以 圣 诞 节 马 槽 的 摆
设 ， 吸 引 教 友 ， 目 地 在 于
使 人 更 生 动 地 忆 起 当 年 救
世 主 耶 稣 基 督 在 白 冷 城 诞
生的情景。
所 有 的 圣 诞 节 弥 撒 及 活
动 ， 依 据 古 晋 总 主 教 傅 云
生 的 指 示 ， 都 在 下 午 一 点
钟 前 结 束 。 同 时 虽 然 当 局
允许不多于20名近亲共聚
（遵守SOP指南）欢庆，
但 绝 大 多 数 的 教 友 认 为 待
来 年 再 聚 较 妥 。 （ 拿 督 许
中新供稿）

（八打灵再也讯）为使主日学
的学生对将临期有更多的了解，
以及更有意义的度过圣诞节，圣
依纳爵堂为大约150名的主日学
学生编排了一项活动节目，即在
26天的将临期内完成26个项目的
作业。

这些主日学的小学生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不能到课室作真正

的上课，主日学老师就让他们参
加这项节目，以加强学习，并加
深他们对将临期的认识。

去年11月11日当推出这项将临
期作业时，学生家长通过网上为
孩子们报名，并藉解释各项活动
的指引，让孩子们懂得参加每项
活动的方法。

教理班支援团的团员陈丽利

说，将临期是充满希望、喜
悦、期待、反思、原谅和感恩
的季节；也是自我准备迎接圣
婴耶稣的时候。我们希望参加
这项将临期活动的儿童，会对
将临期得到更深的了解，并使
他们的圣诞节过得更有意义。

2021年1月2日，4名完成了全
部26项作业的学生-再亚迪拉
卡、刘雪瑞、威廉迪和特里斯
登，获得本堂神父黄聪颖颁发
成就奖状。得奖学生的家长和
他们的兄弟或姊妹也出席了仪
式。

黄士交总主教讲道。

美里两位新神父合影。

黄聪颖神父颁发奖状给学生。

圣心主教座堂教友踊跃参加       
黄士交总主教主持圣诞弥撒

美里吴对龙
主教祝圣       

两位执事晋
铎为神父

新常态下严守标准作业程序        
古晋教会庆祝救主耶稣圣诞

圣依纳爵堂主日学学生
参加将临期作业获奖状

坚振洗礼婚配等圣事可举行
隆总教区继续暂停公开弥撒

黄伟乾神父在圣体堂主
礼圣诞弥撒。 

教友遵守社交距离参与弥撒。 



新主教于2021年1月1日晋牧，
他于2020年11月14日获教宗方
济各任命。教廷驻台代办宣读
了教宗的任命诏书，并交予李
主教。李牧孩提时代被一个家
庭收养，然后又转到另一个收
养家庭。他帮助弱势家庭的儿
童和青少年。
台南（亚洲新闻）- 台湾台南教
区于2021年1月1日举行第五任
主教李若望的晋牧弥撒和就职
典礼，在台南市天主教圣功女
中综合体育馆举行。约1,500人
参加，包括约100位神父、11位
主教，以及教廷驻台代办佳安
道蒙席（Arnaldo Catalan）出
席了祝圣仪式。
台北的光启社在现场直播晋牧
礼。
晋牧弥撒之前，现场播放了新
主教李若望（John Lee Juo-
wang ）的一段视频短片。李牧
是台南教区30年来第一位土生
土长的主教。他于1966年出生
于台南市，并在12岁时进入达
义的小修院。随后，他于1984

年入碧岳大修院，并于1993年
晋铎。
弥撒主礼、台南教区荣休的林
吉南主教（Bosco Lin Chi-
nan）为其覆福音书、傅油、授
福音书、授权戒、授礼冠、授
牧杖，并宣布：“各位教友，
这就是你们的主教！”礼堂热
烈鼓掌，欢迎新主教。李主教
在 台 北 总 教 区 钟 安 住 总 主 教
（Thomas Chung An-zu ）的
陪同走下祭台，向全体教友祝
福平安。
弥撒之后，包括前副总统陈建
仁在内的特别嘉宾发表贺辞。
陈 说 ， 林 主 教 在 台 南 教 区 服

务了十六年，在需要帮助的地
方，他一直走在前面；他希望
李主教在传扬福音、教育和社
会服务方面更进一步。陈说：
「面对疫情，我们更需要彼此
相爱，让这爱传遍台湾。」
台南市市长黄伟哲致辞时，赞
扬天主教会在台南几十年来参
与社会服务，林主教的服务赢
得了当地市民的尊重。他邀请
林主教退休后担任市政顾问，
以协助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黄向林主教送上任命书。
李若望主教在致辞中，对林主
教、钟总主教及所有主教表示
感谢。

仪式结束后，李牧分别与他原
生张姓的家人，以及其收养家
庭黄姓家人合影。
李 主 教 有 特 殊 的 生 活 经 历 。
在1950年代，由于政治动荡，
他的父母逃往台湾；因经济困
难，他们将最小的儿子送给了
同村的李姓家庭。后来，李家
有变故，又被黄姓家庭收养。 
这些经历使他成为神父后，更
懂得如何帮助弱势家庭的儿童
和青少年。 他在台南玉井的吾
乐之源圣母朝圣地担任堂区司
铎，组织课后补习班；还热衷
于青年服务，带领大专青年和
青年工人。

（真理电台讯）1月5日，陕西
三原教区发表讣告称，该教区
宗怀德荣休主教于当天晚上8
点，安息主怀，享寿100岁。
若瑟∙宗怀德主教，1920年6
月16日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西
阳镇武官坊一老教友家庭，自
幼受洗，圣名若瑟；1935年入
陕西省高陵县通远坊小修院备
修；1948年神学毕业；1949年
6月5日晋铎；1949-1953年担
任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天主堂本
堂；1953-1955年任通远坊本
堂；1956-1960年在三原总堂 担任教区总务；1961-1965年

在家务农；1965年因信仰被捕
入狱；1966-1980年于三原、
西安、宝鸡、延安多地劳改，
后于1980年2月18日无罪释放。
1980年2月25日他再次任通远
坊本堂；1985年10月23日获准
为三原教区主教，后于1987年8
月9日晋牧；1997年12月在罗马
向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述
职；2003年荣休；荣休后，宗
怀德主教在祈祷与爱德的生活
中安享晚年，无疾而终，享寿
100岁。
宗怀德主教的灵堂、殡葬弥撒
举行地点和安葬地点均在通远
天主堂。灵堂设置时间为1月5
日-10日，1月11日，三原教区
将为宗怀德主教举行殡葬弥撒
及安葬礼。

顺化总教区阮智灵总主教主持
了一台网上弥撒，来自世界各
地的越南人参与。「我们的圣
母在暴风雨和洪水中并在我们
身边。即使在Covid-19大流行
中，她也靠近我们。」
 顺化（亚洲新闻）- 两天前在
越南中部罗云圣母朝圣地举行
了一台弥撒，献给天主之母以
及为2021年世界和平祈祷。
庆典由顺化总教区阮智灵总
主教（Joseph Nguy∙n Chí 
Linh）主持，几百名神父、修
会人士，以及荣休文主教 (Lê 
V∙n H∙ng)，也有教友和堂

区代表，以及总教区和教区代
表参加。由于疫情大流行，可
以参加的人数很少。在弥撒之
后，总主教与教区神父作每月
一次退省。
朝圣地位于中部的平原上，该
地区尚未如其他地方经历迅速
的经济发展。朝圣地的建立是
为了纪念200多年前的圣母与圣
婴的显现，这是在1798年在广

治省 (Quảng Tr∙)（罗云森
林）顺化总教区。
圣母玛利亚显现给一群逃避迫
害的越南天主教徒，他们藏匿
在森林中。圣母保证他们的安
全和迫害的结束，并指出了一
种可以治病的草药（「罗云」
）。从那时起，朝圣地一直是
基督徒、佛教徒和万物有灵论
者寻求天主治病和帮助，以及

谢恩的朝圣目的地。
阮智灵总主教在讲道指出，罗
云圣母强调了祈祷的普遍意
义。他说: 「感谢过去一年来我
们感谢天主之母。我们中很少
有人在这里，但是通过在线广
播，今天的网上弥撒广播已经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播。许
多人和家庭在以共融的精神，
我们不仅互相祈祷，而且通过
罗云圣母，我们祈求天主在新
的一年里祝福所有人。」
然后，总主教回顾了越南人在
过去一年中所经历的困难：首
先，是承天顺化、广治等中部

省份的洪水和死亡。「我们的
圣母在暴风雨和洪水中并在我
们身边。即使在Covid-19大流
行中，她没离开我们。」
他总结说：「我们的圣母了解
我们的需要。我们要求您不仅
在这次庆祝活动中保护我们，
而且在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之后
也要保护我们。」
最近几个月，一连串风暴在越
南中部造成洪灾，造成数百人
死亡、失踪，并摧毁了成千上
万的房屋和农作物。教会与当
地的明爱一起，已接近受灾人
口。

雅加达（信仰通讯社）—十二
月二十二日刚刚被任命为印度
尼西亚政府宗教事务部部长的
穆斯林信徒雅科特∙柯里尔∙
科马斯向国内基督徒发出呼吁
指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
蒙召推动印尼的和平”。科马

斯本人还是拥有六千多万名成
员的印尼国内最大的穆斯林运
动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
所属青年团主席。
新部长强调，“圣诞因着它所
传达的希望、喜乐与幸福的信
息，将永远伴随所有人得到精

神上的放松、在印尼社会中创
造和平与和谐的生活”。
接着，新部长还谈到了国内
复杂的种族、宗教、语言与
文化。“如果没有相互尊重和
彼此的赞赏，就无法解决不同
的问题”。鼓励基督徒“踊跃
参与社会生活”，为“创造和
平与和谐的气氛做出贡献、继
续支持政府推动印尼的发展建
设”。
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前夜，
新部长首次走访了基督信仰
团体，并充分肯定了国内基督
徒。为迎接圣诞，当局部署了
大批治安力量维护各地教堂的
安全，并持续到新年。一些地
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志愿者们
配合治安力量保护圣堂。
科马斯部长提醒全世界遭受新
冠肺炎困难的人，“耶稣是厄
玛奴耳，和我们同在，这意味
即使在困难时刻，主的临在就
会引导和协助我们。”
今年的印尼圣诞节和平度过，
没有发生以往历年都会出现的
针对基督教堂的恐怖袭击。

30年第一位土生土长主教
台南教区李若望主教晋牧

陕西三原教区百岁主教
宗怀德主教安息主怀

顺化罗云圣母朝圣地网上弥撒
天主教徒祈求2021世界和平

HERALD January 10, 2021 Xian Feng Bao 21

（梵蒂冈新闻网）「常怀望德。
我们该如此善度刚开始的一年。
新冠疫情带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到处撒播贫穷的种子。但我们蒙
召彼此安慰、互相鼓励。」韩国
主教团主席、水原教区主教李永
勋在一个长篇访谈中提到了这一
点。这篇访谈公布在韩国主教团
的网站，李主教在其中总结了刚
过去的一年，并谈及新冠疫情蔓
延造成的多个悲惨时刻。
韩国主教团主席说道：「我祈愿
新冠疫情早日结束，并恳求上主
广施慈悲。病毒是环境损毁、
我们的共同家园被糟蹋的后果之
一。上主问亚当：你在哪里？让
我们省思这声呼唤，反省天主今
天是否对人提出同样的问题。」
随后，李主教邀请众人做出分
辨：「让我们分辨出我们生命中
的重要大事。这是教宗方济各对
我们的要求，也是我对团体的邀
请。我们必须停下脚步，省思所
发生的事，并承担起重责大任：
关爱和援助受苦的人。具体而
言，我们必须落实《玛窦福音》
中的金科玉律：『凡你们愿意人
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
做。』（七12）」
韩国主教们在去年10月的年度会
议上宣布了圣人金大建神父的两

百岁冥诞纪念。在访谈中，韩
国主教团主席重申，「在这禧年
期间，我们必须成为世上的光与
盐，再次强调我们的天主教徒身
份。在教会的使命方面，我们务
必更加捍卫生命、守护环境，并
加速朝韩统一与和解的进程」。
作为水原教区的领导人，这位神
长谈及该教区教友人数的增长。
「最新的统计数据称，教友人数
有95万人。我们很快就会突破百
万人。牧灵活动的更新及参与将
是我们团体进一步成长的核心要
点」。
李主教最后反省了国内的社会冲
突和实行领导的课题。他说：「
唯有和平协商才能克服对立，同
时也要尊重不同的角色与想法。
在这方面，众位领导人要能找出
交会点，因为只有聆听的文化和
彼此的尊重，才能保障我们的未
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处境，「
我们必须能跟随慈善的撒玛黎雅
人的榜样。真正的领导人绝不会
唯我独尊，却懂得聆听，不固执
己见。『跟随我』是耶稣主要的
教导，祂降生成人，并为了拯救
世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个
值得效法的榜样。一个人唯有乐
于服务近人

台南李若望主教。

印尼宗教部长走访基督信仰团体。

韩国主教团主席访谈
以望德应对新的一年

宗怀德荣休主教遗容。

印尼新宗教事务部长呼吁 
基督徒一同推动印尼和平

在疫情下的韩国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