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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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二大公会议及1965年所颁布的《
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鼓舞人们
重新发掘天主圣言丰富的宝藏。基
于这股推动力，加上灵修的成长扎
根于圣经的意识日益增强，近几十
年来，《圣经》逐渐受到天主教徒
的重视。 
在过去20多年，马来西亚、新加
坡和文莱的天主教徒每年7月都庆
祝“圣经主日”。这项活动由本区
域主教团委托圣经区域委员会所推
动。20多年来，委员会每年都会发
布一份文件或讯息、在各自地方教
会举办圣经文凭课程，以及在教区
和堂区推广许多倡议，培育天主教
徒热爱圣经，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活
出圣经。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尽管我们做
出了种种努力，绝大多数天主教徒
并不熟悉圣经。对许多人来说，唯
一听到天主的话语是当他们参加弥
撒的时候。对此，我们并不掉以轻
心，而需要持续使命，邀请所有天
主教徒与天主圣言重新确立关系，
不仅视它为一本经书，而是让天主

圣言在生活中发言和活现。我们必
须帮助每个教友，增进他们对天主
圣言的赏析、热爱，以及为圣经的
教导做出忠诚的见证。 
令人振奋的是，我们本地教会的倡
议，连同全球天主教其他诸多教区
及总教区的倡议，受到了普世的重
视。教宗方济各于2019年9月30日，
圣业乐纪念日颁布宗座牧函：《开
启他们的明悟》手谕时，宣布普世
庆祝“天主圣言主日”。虽然本区
域往年都在7月份庆祝圣经主日，
但是教宗钦定，将“常年期第三主
日（一月份）奉献于天主圣言的庆
祝、研读和传播"（《开启他们的明
悟》3）。
在2020年1月举行的第105届全区主
教会议上，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
莱的天主教主教团进一步决定，从
2021年开始，“天主圣言主日”将
取代“圣经主日”。2020年的圣
经主日虽照常锁定在7月，但因冠
病-19大流行，除了照惯例发布圣
经主日讯息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庆
祝。 

当然，在地方个别教会，我们需要
调适天主圣言主日提前至年初举行
的变更，尤其那即是学校新学年的
开始，也是主日学和教理班推动各
项圣言主日活动之时。在变更初
期，要在圣言主日当天或周末组织
活动，可能更具挑战性，甚至更困
难。 
有鉴于此，天主圣言主日不仅是单
日的庆祝，而必须被视为全年庆祝
的开始，藉以宣布各项圣经活动的
计划。毕竟，天主圣言理应在每日
被宣读和生活出来。我们必须赏析
天主圣言亲临于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圣言的教导和培育下，我们得以
负起使命去传扬福音，直到今世的
终结。（参阅玛窦福音28：18-20，
宗徒大事录1：8）。 
尽管过去我们以各种隆重的方式推
广圣经，教宗方济各在《开启他们
的明悟》3，列出一些建议，为强化
天主圣言主日的庆祝。 
1. 供奉圣经。 
2. 凸显宣报天主圣言的重要性。 
3. 在讲道中强调天主圣言应得的尊

荣。 
4. 举行读经员任命礼，或举行圣言
宣读员委派仪式。 
5. 给予圣言宣读员必要的训练。 
6. 授予全体会众《圣经》或圣经中
的一部书。 
7. 鼓励信友每日阅读圣经，并透过
操练圣言诵祷，以圣经祈祷。 
圣经区域委员会向来自各年龄层的
兄弟姐妹；无论是平信徒、修士、
修女、会士，还是司铎所全心付诸
的努力致以万分谢意。他们为提高
本区域的圣3 

经素养和对于天主圣言的挚爱，做
出极大的贡献。没有你们的合作和
无私的奉献，圣言的推广不可能取
得进展。让我们共同承诺，以使教
宗方济各的意向能广泛实现：“愿
天主圣言主日帮助天主子民增进对
圣经的虔敬态度及精读熟记。”（
《开启他们的明悟》15） 

发自： 马新汶主教团圣经区域委员
会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常年期第二主日

生命的第一個召喚，不該是
世界，是愛！
聖誕節，耶穌基督的誕生，
就是為愛而誕生，就是來召
喚愛，就是告訴我們，那失去
的，將因祂，聖嬰的到來，我
們將重新獲得。我們失去了
愛，所以恐懼，聖若望福音在
其書信中説到：有了愛就沒有
恐懼，完全的愛驅除恐懼，因
爲恐懼内還有懲罰。（聖若望
一書四章）是的，唯有愛，我
們才有勇氣。而能夠有愛的力
量，因爲我們被這份愛感動。
召喚，從今天撒慕爾的召喚中
可以學習到一個真理。這就
是天主，爲了讓我們認識祂，
祂不斷的邀請我們，從來沒有
對我們失去耐性。所以說，十
字若望說了：當我們找到天主
時，才知道其實是祂一直在找
我們，在等待我們。天主對我
們最清楚的召喚，在福音中無
處不在。而最大的召喚方式就
是：不斷的寬恕，就等同是撒
慕爾的召喚，天主從來沒有放
棄我們，祂不會放棄我們，祂
不會强迫我們回應祂，但祂不
會停止做一件事情，就是繼續
愛我們，讓我們感受到祂的
愛。

天主對人類的召喚有很多方
式，不外有二種，一種是透過
我們的見證，二是天主直接的
召喚。但即使是天主直接的召
喚，最後也透過了人做爲中
介。撒慕爾的召喚，是特殊恩
寵的召喚，正如：聖若瑟的夢
境；正如聖母瑪利亞見到了天
使的傳報；正如許多擁有神秘
恩寵的聖人，這些人都是屬於
撒慕爾的召喚。大德蘭的處理
就是如此：走到厄里那！ 就
是請教聖德之人，這就從他們
的幫助中，分辨這個聲音的由
來。這就是爲何我們要學習靈
修。學習靈修其實就是學習分
辨：那個聲音是來自天主的，
是來自魔鬼的，還是來自個人
想要謀取的。（聖女大德蘭《
自傳》十五章9節）
其實，天主每天在我們生活
裏，每天都在召喚著我們，只
是我們沒聼到，因爲我們很難
靜下心，我們聼的聲音都是來
自自己的聲音：請上主發言，
禰的僕人在此靜聽！這對我們
每天在花花綠綠，如此吵鬧的
世界，滿是七情六欲，被情緒
左右的本性，如何能靜下來聽
到天主的説話？

所以爲何我們需要聖言，需要
祈禱，聖言，祈禱，能净化，
休止我們的感觀官世界，也就
是說本性的世界使我們聼不到
天主的聲音，靈性的世界，也
就是净化後的靈魂能感受到天
主的，祂的臨在，祂的聲音。
這就是爲何祈禱生活的重要
性。祈禱是屬於靈性的事理，
要進入和天主靈性生命的交
談，需要一顆寧靜的心靈，時
刻都在聆聽著天主的呼喚。
但是這個奧秘，領受天主恩寵
及聽到天主聲音的另一個方
法，除了祈禱外，就是愛德
了。聖若望同樣在其書信中說
了：只要彼此相愛，就在天主
内，也就是說就是見到了天
主。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
路》提及：無法祈禱的人，若
能行愛德，行愛德，我說的是
效法基督的愛的人，也會看見
天主，因爲他們懷著的就是純
潔的心，只愛主，只爲主而
做。這就是真福八端之：心裏
純潔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們
將會看見天主。但並不是說，
行愛德的人，就不需要祈禱，
我要說： 不要放棄祈禱，因爲
沒有祈禱的愛德，很容易只是

滿足自己的愛，不是真正的屬
於靈性的愛。
教會内，教友最大的矛盾就是
如此，如何能跨越人與人之間
的鴻溝，客家人，閩南人，原
住民，平地人，正如在馬來西
亞，華人，印度人，現在更加
上了政治正確的一群，我們如
果都按照這世界的意識形態，
我們將會四分五裂。每人都在
滿足自己的族群，我們就會成
爲了分裂的團體。
聖保祿聆聽天主聲音怎麽樣的
身體才是與主的旨意結合的
呢？聖保祿對他的教會做了這
個勸告：身體不是為了淫亂，
你們要遠避邪淫。記得，什麽
是我們犯罪，就是身體以外
的，就是冒犯自己的身體。那
忘了身體是聖神的宮殿的人，
將無法靜下心來的人，也無法
聆聽到聖神的聲音。只顧著自
己身體情欲世界的人，就是排
斥基督的肢體。排斥基督的最
清楚的表現就是排斥我們自己
的弟兄姐妹。不愛近人之人，
如何能說自己愛主呢？

說實在的，如果沒有讀經，我
無法進入祈禱，也無法懂得改

變自己。在我人生低潮時，不
自覺的走入聖堂，雙目注視著
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祂。不認
識祂，卻很確定祂能感受我的
痛。許多的教友成爲了我們生
命中的洗者若翰，對我說：注
視著祂！祂真的是除免世罪的
天主羔羊！多少次，天主像對
撒慕爾一樣的召喚我，但心中
熱愛世界的靈魂，經過教堂，
看到“你們來看看吧！“毫無
感覺，甚至立馬閃避目光的接
觸；但天主並沒有放棄我。天
主能攻占我這一顆頑固的心
靈，絕對是祂的耐性和仁愛。
這就是聖召，原來我一直都不
認識自己，聼不到主耶穌的聲
音，只因我在世界找尋自己。
而今天，我終於明白了，我該
先尋求認識天主，才能真正認
識真實的自己。
這個家需要的是主耶穌，否則
我們將無法看到共融的團體。
如果沒有讀經班，沒有主日
學，青年會，服務性的信仰
團體，我們就無法聽到天主
的聲音。因爲我們都是在信
德，愛德中才能體會主的臨
在。
天主一直都盼望我們進入祂
的國，希望我們都能回到祂
的身旁，讓我們能回應天主
的召喚，成爲真正教會的孩
子。

 “天主圣言主日” Sunday of the Word of God
自2021年起取代“圣经主日” 

祈祷生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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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中，以基督徒合一祈祷周为要理
讲授的核心内容。教宗指出，“
在这严重困窘的时期更需要祈
祷，让合一胜过冲突。急需要放
下本位主义，以便促进公益”。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元
月20日上午在宗座大楼的图书馆
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以基督
徒合一祈祷周为主题，讲解了祈
祷对达致合一的重要性。教宗在
要理讲授中谈到基督徒“分裂的
恶表”，指出魔鬼在人心中散播
分裂与不和。魔鬼最强大的武器
是致使家庭、朋友和基督徒团体
分裂的流言蜚语。
“天主的方式则是另一种：祂接
纳我们，这么爱我们，但祂爱的
就是我们这个样子，祂接纳的就

是我们这个样子；祂接纳我们的
差异、接纳我们罪人，总是推动
我们合一。我们可以检视并询问
自己，我们在自己生活的地方是
在滋生冲突，还是为增进合一而
奋斗，以天主赐予我们的工具，
即祈祷和爱为武器。”
提到耶稣在最后晚餐说的那句
话：“愿众人都合而为一”（若
十七21），教宗提醒到，上主没
有命令门徒们合一，而是“为我
们祈求天父，使我们都合而为
一”。这表明“仅以我们的力量
来实现合一是不够的。合一首先
是一个恩典，一份应以祈祷来恳
求的恩宠”。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合一，因为
我们就连自身内的合一都无能守
护。圣保禄宗徒以他的经验告诉

我们，他愿意行善，却倾向于恶
（参：罗七9）。教宗指出，“
在我们周遭存在的许多分裂根源
是出自我们内部，包括人与人之
间、在家庭和社会内、各民族之
间，甚至在有信仰的人之间”。
梵二大公会议表示，“现代世
界所患的不平衡，是与植根于
人心的基本不平衡，紧相连接
的。在人性内，存在著许多互
相水火的因素……。于是，人
在自身内，便感到分裂之苦，
而社会上如此众多与巨大的争
执，便造端于此” (《牧职宪
章》10号)。教宗因此指明，“
分裂的解决之道并非与人对
立，因为纷争会制造另一个纷
争。真正的补救方法始于向天
主祈求和平，和解与合一”。

教宗说，合一只能是祈祷的结
果。外交努力和学术对话并不
够，该当这样做，但还不足
矣。“我们可以扪心自问：‘
我为合一祈祷了吗？’合一是
耶稣的心愿，但如果我们省察
自己的祈祷意向，很可能发
现我们很少为基督徒的合一祈
祷，也许从来没有。然而，世
界的相信则有赖于合一；事实
上，上主为我们彼此间的合一
祈祷，是‘为叫世界相信’（
若十七21）”。
但是，唯独我们的生活见证
那“促使众人合一及彼此接
近”的爱，世界才能相信。
教宗说：“在这严重困窘的时
期更需要祈祷，让合一胜过冲
突。急需要将本位主义放在一

边，以便促进公益，因此，我
们的善表极其重要。换言之，
基督徒有必要继续朝向圆满、
有形可见的合一道路行走。”
教宗最后点出今年基督徒合一
祈祷周的主题：“住在我的爱
内，你们将多结果实” （参：
若十五5-9）。他强调共融的根
基是基督的爱，这“使我们超
越偏见，在他人身上看到应时
常爱戴的兄弟姐妹”。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有自己
传统和自己历史的其它教会团
体的基督徒是天主赐下的恩
典，是临在于我们教区和堂区
团体属地内的恩典。我们要开
始为他们祈祷，若有可能，也
与他们一起祈祷。如此我们就
能学会爱他们和尊重他们。”

（梵蒂冈新闻网）美国总统拜
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1月20日
当地时间正午，在最高法院首
席大法官罗伯茨主持下，于国
会西面的搭建台宣誓就职。
教宗方济各向拜登致贺词，促
请他做个为美国和全世界带来
和平及重新和好的人。教宗在
贺函中说，际此阁下就任美国
第46届总统时，我要致以诚恳
和良好的祝愿，以及保证向全
能的天主祈祷，赐予你智慧和
力量，去行使你的高职。
美国：是医治创伤的时刻了
拜登于元月20日在华盛顿宣誓
就职为美国第46任总统。经历
了特朗普总统对选举结果的抗

议，以及国会大厦惨遭袭击的
事件，美国本届总统任期的当
务之急是要修补社会架构中的
裂缝。
美国国会大厦于元月6日遭到
袭击、导致5人死亡的事件，
至今仍然震惊全国上下。这前
所未闻的惨案展现出，美国社
会当今的分裂已远远超过政治
的幅度。这些年来，两极化的
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观察家
表明，这情况势必不会在短时
间内消失。为此，美国新任总
统为宣誓典礼选择的主题为「
团结美国」。美国国民普遍感
受到这个全国应当团结的迫切
需要，深知唯有万众一心才能

应对疫情和随之而来的严重经
济危机。
教宗方济各也不断强调美国
人民团结的价值。这个价值
写在美国国徽上，即「合众为
一」（pluribus unum）。此
前，教宗方济各于2015年牧
灵访问美国时，成了首位在美
国国会殿堂向全体议员发言
的教宗。在那次机会上，教
宗发表了一篇讲话，谈及林
肯（Lincoln）、多萝西聼戴
（Dorothy Day）女士和马
丁聼路德聼金（Martin Luther 
King）等人，强调了那在某种
程度上使美国民主独一无二的
元素。

自从五年前在国会的发言，到
今年元月10日有关美国国会遇
袭的讲话，教宗方济各向来鼓
励众人抵拒各种分化人群的诱
惑，同时也敦促大家秉持耐心
和勇气，为修和与团结奋斗。
全国修和的课题正是拜登总统
任期第一阶段中最为艰巨的挑
战。除了「治愈」美国社会这
个国内的主题以外，在涉外事
务方面也已亮起多盏国际聚光

灯。经历了多年来的单边决策
或双边协定后，事实上众人
翘首期盼「重返」多边主义，
振兴美国与国际组织的信任关
系，首先从联合国开始。在
这方面，过去几周已宣布了若
干措施，诸如美国要恢复对于
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这项决
定与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
颂》通谕中格外表明的守护共
同家园的努力不谋而合。

教宗公开接见：“愿众人都合而为一”
我们要祈祷让合一胜过冲突

（梵蒂冈新闻网）「天主的每个
召叫都是祂爱的行动。」教宗方
济各元月17日主日在三钟经祈祷
活动中如此表示。当天的福音讲
述了耶稣在受洗的隔天与首批门
徒在约旦河畔相遇。这两名门徒
询问耶稣住在哪里时，耶稣回答
说：「你们来看看吧！」（参
阅：若一35-42）
教宗说：「这是相遇的邀请。
那两个人跟随祂，当晚住在祂那
里。不难想像，他们坐著向耶稣
提问，特别是聆听祂，并且感受
到师傅说得越多，自己的心灵就
越炽热。」
教宗解释说，这些门徒觉察到基
督话语的美好回应了他们最大的
盼望。他们突然发现夜色已深，
心中霎时亮起那只有天主能赐予
的光明。他们回到兄弟姊妹身边
时，「这喜悦、这光明宛如河水
一样从他们的心中满溢流出」。
接著，教宗提到，与耶稣的相遇
留下了不可抹灭的记号。「他们
其中的一个人大约六十年后在福
音中写道：『那时，大约是第十
时辰。』也就是说，再次回到那
一刻」。这敦促我们省思：每个
与耶稣的真实相遇都会留在鲜活

的记忆里，令人永志难忘。很多
相遇都会遭人遗忘，但与耶稣的
相遇永远长存。
教宗邀请众人更深入地反省这份
与耶稣相遇的经验，因为「天主
的每个召叫都是祂爱的行动」。
上主的召叫攸关生命、信仰和
一种特殊的生命状态。首先，生
命的召叫「构成我们作为人的身
份，那是个别的召叫，因为天
主并非大量制造同样的物件。
其次，天主向我们提出信仰的召
叫，让我们成为祂的家人、天主
的儿女。最后，天主召叫我们进
入一种特殊的生命状态：在婚姻

道路、铎职道路或奉献生活的道
路中奉献自己」。
实现天主对我们每个人计划的方
法各不相同，但它始终是「爱的
计划」。对每个信徒来说，最大
的喜乐莫过于回应这份召叫，并
且「全然献身于服事天主和弟兄
姊妹」。
上主「会以千万种方式召叫我
们」，包括通过「人们，以及开
心和伤心的事件」。然而，面对
上主的召叫，「我们有时会抱持
著抵拒的态度，因为天主的召叫
似乎与我们的渴望互相矛盾，或
者令人恐惧，因为我们认为天主
的召叫太过艰难、劳心又劳力。
但是天主的召叫是爱，唯有爱
能予以回报」。教宗说：「起初
发生了相遇，甚至是与耶稣的
相遇，祂向我们谈论天父，让我
们认识祂的爱。然后，与我们所
爱的人讲述这相遇的渴望在我们
内油然而生：『我遇见了天主圣
爱』、『我找到了我生命的意
义』。简而言之：『我找到了天
主。』」
随后，教宗恳请童贞圣母玛利亚
「助佑我们把生活化为一首赞主
颂，以回应祂的召叫，并且谦卑
又喜乐地承行天主的旨意」。
教宗最后总结道：「在我们每个
人的生命中，天主都藉著一个召
叫，更加强而有力地临在其中。
愿那一刻的记忆使我们常在与耶
稣的相遇中焕然一新。」

教宗主持三钟经祈祷活动
与耶稣相遇令人永不忘怀

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教宗主持三钟经
祈祷活动。

（梵蒂冈新闻网）“住在我的爱
内，你们将多结果实”（参：若
十五5-9）是今年基督徒合一祈祷
周的主题。各基督信仰教会和团
体应邀从元月18日到25日一起祈
祷，更强烈地唤起共融的精神。
瑞士广乡隐修团体是大公合一的
现实，这个团体的修女们准备了
今年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默想材
料，同时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活
出祈祷的时刻，因为她们在这段
时期被迫受到隔离。她们将以网
页和脸书陪伴众基督徒的祈祷。
依照传统，基督徒合一祈祷周
每年于元月18日至25日举行。然
而，南半球在这段时期正值假
期，各教会则选择一年当中的另
一段时间来举行这项活动，例如
选在圣神降临节前后，那也是促
进教会合一的象征性时刻。
这八天的祈祷已有上百年的历
史，全世界的基督徒在此时期

一起为基督徒有形可见的合一祈
祷，并朝著耶稣在最后晚餐中所
表达的意愿迈进，即“愿众人都
合而为一”（若十七21）。
今年的主题为 “住在我的爱内，
你们将多结果实” ，从《若望福
音》汲取灵感（参：十五5-9）。
这个选择表达了基督徒团体为教
会、人类家庭和所有受造界的修
和与合一而祈祷和工作的圣召。
今年是第54届基督徒合一祈祷
周，教宗方济各将于元月25日祈
祷周结束时前往罗马城外的圣保
禄大殿，与其它基督信仰教会的
领袖一起主持晚祷。在传统上，
大公性的活动和礼仪一般都在这
座教宗的大殿举行。
今年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省思内
容由瑞士广乡隐修团体负责准
备，这个来自不同教会传统的修
女团体共同致力于基督徒的祈祷
与合一。

基督徒合一祈祷以天主为中心
邀请基督徒参加线上祈祷

教宗祝贺拜登就任美国总统
促为美及世界带来和平修好

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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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马来西亚天主教
主教团定于2021年1月31日庆
祝今年的要理主日，主题是 “
堂区团体：信、望、爱的代言
人”。主教团要理委员会建议
以下列6种美好方式来庆祝要理
主日，并藉此机会给予要理老
师鼓励和赞赏：
1.共餐并分享
在这新冠肺炎肆虐之际，实际
的群体聚会并非明智之举。然
而，这正是线上沟通派上用场
且给予美好的时刻! 身为要理
组员或要理老师，在线上视频
沟通中共餐并分享这份喜悦。
回顾并分享过去一年的高潮起
伏，又或者你如何建立与主耶
稣密切关系的丰富经验。你也
可轻松的只是分享些小故事及
欢笑声，善用此刻为联谊以增
进情谊! 
2. 给予你的要理老师
你是一位送孩子去上要理课的
家长，抑或是位堂区神父? 何
不捎个讯息或信件给要理老师
们，以表示你对他们的赞赏? 
这不单只是对老师们努力付出
的认可，更是加强彼此情谊的
善举。比如，身为一位堂区神
父，当这些事奉于你堂区的要
理老师们，继续这信仰旅途的
时刻，你可以写些激励和肯定
的话语来坚强他们。你的这些
讯息，将代表着整个教区、神
父与主教所给予的鼓励，从而
增进了神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
的联系。 

3. 弥撒庆典 
参与实际弥撒或是线上弥撒 (按
你的地区为定)。当要理老师们
再次的承诺事奉予这崇高的圣
召，这将是我们为要理老师们
祈祷的良机! 你甚至可以盛装打
扮，让自己慎重地融入弥撒的
圣洁! 
4. 堂区 
身为要理老师，你可曾收到你
要理学生的礼物，如：卡片、
杯子或图画？可否拍些照片，
放上堂区网站分享，又或者分
享于堂区的社交媒体？在堂区
里建立团体的敏感度，也是个
庆祝要理主日的理想方式! 
5. 家庭 
在孩子们的要理教导上，家长
与监护人无可否认的负着重大
的责任；特别是在这关键时
期，一些要理课已转为线上课
程。如今，家庭更需聚集并着
重于信仰的成长。然而，不要
害怕! 我们可从许多的小事开

始。因为它不需要耗费太多的
时间与精力! 比如，每个家庭
可从一些平日小小的生活琐事
开始，家庭成员可以分享他那
天对主的感恩之情。今天，让
你亲身体验在基督内生活的家
庭，将如何藉着这些生活上的
琐碎事而获得改善! 
6. 身为神父 
所有的教友，包括要理老师，
都是在神父的牧灵关怀之中。
这事常藉着善牧的形象反映出
来。正如善牧确保他的羊群被
滋养并照料得安好，堂区神父
也肩负重任去照料并聆听他堂
区内的要理老师。比如，堂区
神父可实际临在于他牧灵关怀
下的要理老师们的生活，就如
参与他们的会议，个别的去了
解他们。这类似的微小行动，
将建立神职人员与平信徒间的
良好关系。这种巩固的支持，
不仅活现于要理老师们， 它更
会传承于他们的要理学生。 

（吉隆坡讯）教宗方济各
委任驻马来西亚暨东帝汶的
新 任 教 廷 大 使 查 鲁 斯 基 总
主教 Wojcjech Zaluski，
已于1月21日抵达吉隆坡履
新，新大使也是兼驻汶莱的
宗座代表。

新大使是原任驻非洲布隆
迪的教廷大使，他是填补已
经离任的前教廷大使马里诺
总主教的空缺。 马里诺总
主教已经调升梵蒂冈担任要
职。

查 鲁 斯 基 总 主 教 于 抵 步
时，受到吉隆坡总主教廖炳
坚等人的迎接。新大使须先
行接受新冠肺炎的检测，然
后到教廷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进行居家隔离。

这位新大使查鲁斯基总主
教将择日向马来西亚最高元
首阿都拉阿默沙呈递国书，
出 任 为 教 廷 驻 马 来 西 亚 大
使。

他 也 将 向 天 主 教 马 来 西
亚、新加坡和汶莱主教团递
交教廷的委任书。

查鲁斯基总主教于1960年
4 月 5 日 出 生 ， 他 的 出 生 地
是波兰中东部的立尼沃。

新 大 使 于 1 9 8 5 年 6 月 1 日
晋铎为一名神父。他曾考获
教会法典学位，于1989年7
月1日加入罗马教廷的外交
服务，先后出使多个国家，
包括布隆迪、马耳他、阿尔

巴 尼 亚 、 詹 比 亚 、 斯 里 兰
卡、格鲁吉亚、乌克兰、菲
律宾和危地马拉。

2014年7月15日，教宗方
济 各 委 任 他 为 驻 布 隆 迪 的
教廷大使，晋升为总主教。
同 年 8 月 9 日 ， 梵 蒂 冈 国 务
卿佩罗林枢机祝圣他为总主
教。

现年60岁的新大使懂得多
种 语 言 ， 包 括 波 兰 语 、 英
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
利语及俄语。

马来西亚是于2011年与梵
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属于和
梵蒂冈有邦交的少数穆斯林
居多的国家之一。

（古晋讯）除了诗巫省施行行动
管制令之外，砂拉越其他地方
于1月18日（凌晨12时01分）至
1月31日（晚上11时59分）实施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砂 首 长 署 其 他 宗 教 单 位
（Unifor）公布宗教场所最新标
准作业程序，在行动管制令及有
条件行动管制令地区，所有宗教
场所或礼拜堂范围内的宗教及文
化活动一律不能举办。
根据1月17日最新更新的标准作
业程序，在行动管制及有条件行
动管制令地区，宗教场所或礼拜
堂也不能举办会议、研讨会和其
他仪式例如订婚、婚礼和感恩
节。
若是在礼拜堂进行现场直播，只
允许最多12名成员参与录制。
参与成员名单必须呈上予其他宗
教单位以作记录，并且提交副本
予警方。
农历新年不准办年货市集
另一方面，砂地方政府及房屋部
更新下个月农历新年及元宵节
庆祝活动标准作业程序，只限近
亲家人参与庆祝，人数不得超过
20人。
该部门于最新更新的标准作业程
序，大致上与早前公布版本相
同，惟这次纳入元宵节庆祝活

动。同时，在禁止举办的活动列
表中，也新增公开场合、酒店或
购物商场禁止举办年货市集。
开放门户、挨家挨户拜年、舞狮
舞龙、在酒店或餐馆吃年夜饭及
庆祝新年、以及在神庙或公共场
合庆祝的活动仍然被禁止。
标准作业程序阐明，大年初一只
限不超过20名近亲家人团聚，
屋主必须准备体温测量器，让上
门到访的家人测量体温，他们须
下载及注册手机应用程式
MySejahtera、COVID Trace
或Qmunity，以供有需要时追
踪。
另一方面，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

斯里依斯迈沙比利日前指出，彭
亨、霹雳、森美兰、吉打、登嘉
楼和玻璃市的疫情恶化，确诊病
例暴增，因此，政府决定从1月
22日起至2月4日，在这6个州属
落实行动管制令（MCO）。
政府此前已于1月11日宣布，槟
城、雪州、联邦直辖区（吉隆
坡、布城、纳闽）、马六甲、柔
佛和沙巴从1月13日起至26日落
实MCO。
依 斯 迈 沙 比 利 说 ， 随 着 他 的
宣 布 ， 意 味 着 全 国 都 在 实 行
MCO，除了砂拉越持续落实复
原期行动管制令（RMCO）。
但诗巫省已经施行行动管制令。

行动及条件管制令期间       
砂州宗教场所禁办活动

教廷驻马大使查鲁斯基
总主教。

主教团要理主日手册建议
以6种美好方式庆祝活动

教廷驻马新大使查鲁斯基
本月21日抵吉隆坡履新

（山打根讯）此间的圣玛
利主教座堂将于1月24日
上午9时半，举行两位修
士晋升为执事的祝圣弥
撒，并由山打根教区犹利
基敦主教主礼。
两位将晋升的修生阿瑟若
望和安迪保宁，于1月17
日在圣玛利主教座堂举行
的国语主日弥撒中，由犹
利基敦主教接纳为执事的
遴选人。两位修生在弥撒
中表明接受圣秩圣事的意
愿，获得教区教友的热烈
欢呼。
两位修士的晋升为执事的
弥撒，因为受到目前新冠
肺炎大流行的影响，届时
参加的教友人数受限制，
并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以策安全。不过，为让更
多的人能够参与其盛，祝
圣弥撒将在线上直播。
山打根教区的教友受到促
请，鉴于两位修士的即将
晋升，大家应为他们两
人祈祷，以增长两人的信
望爱三德，并获上主的悦
纳。

安迪保宁修士。

山打根两位修士将
接受       

主教祝圣晋升为执事

阿瑟若望修士。
行动管制令下的执法。



马尼拉（信仰通讯社）—菲律
宾 主 教 团 就 全 面 展 开 的 抗 击
Covid-19疫苗接种发表牧函指
出，政府有责任让全体公民接种
疫苗、公平地发放疫苗、选择符
合伦理道德标准制造生产的疫
苗。强调疫情爆发、生命和经济
损失惨重一年后，“是到了感谢
天主的时候了，让科学家们研发
了抗Covid-19 疫苗”。菲律宾主
教团生物伦理办公室主席巴卡伊
主教签署的牧函中强调了教会支
持政府在全国接种疫苗的努力、
感谢私立机构提供的帮助。
同时，要求让医务人员、老人、
高风险群体优先接种；充分肯定
政府考虑了穷人的接种并制定了
相应计划。
教会领导人表示，“我们深知每

个人有选择接种与否的自由，要
按照各自的良知，充分意识到自
身肩负的避免感染、避免向他人
传播病毒的责任”。
主教们要求关注疫苗接种中的伦
理道德问题。“我们获悉一些抗
Covid-19疫苗是使用一九七三年
流产胚胎残余细胞制造的”。重
申了教会反对堕胎的立场，“结
果并不能为方式开脱，否则，也
就可以用最不人道的手段达到预
期的有用目的了”。主教要求政
府优先采用没有使用流产堕胎细
胞的疫苗。
此外，强调圣座在疫苗接种问题
上的立场，即“如果没有在道义
上无可指摘的抗Covid-19疫苗（
例如医生和患者无法获得这种疫
苗的国家/地区），接种在研发

和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流产胎儿细
胞的疫苗在道义上也是可以接受
的”。
信中，主教们感谢科学家们的努
力，感谢为了爱天主献身的兄弟
姐妹们、感谢医务人员。
菲律宾已经购置了2,500万剂中国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抗Covid-19疫苗。马尼拉当局
表示，首批5万剂将于二月到货。
届时，将全面启动全国性的疫苗
接种。
除医务人员外，应让穷人和弱势
群体优先：这是菲律宾教会强烈
要求的。此外，教会神长强调不
要将神职人员纳入“优先接种”
群体，而要真正做到让有需要的
人和受折磨的人先接种。
此前，刚刚有人建议让“首都

地区主教”先接种，遭到了教
会成员的一致回绝，重申穷人优
先，“第一线的医务人员优先，
然后是弱势群体”。接种要确保
所有人、尊重伦理道德原则。

马尼拉总主教区要求司铎们自愿
接种。菲律宾政府和地方政府、
私立机构都在订购疫苗。他们购
买了中国科兴生物制品公司和莫
德纳、阿斯利康疫苗。

（真理电台讯）今年1月中旬，
由汤汉枢机用声音饰演耶稣、
公教艺人张卫健用声音饰演伯
多禄、罗兰用声音饰演客纳罕
妇人、许绍雄用声音饰演司祭
长，再由温国光神父录制旁白

的“有声圣经之马尔谷福音”
在香港教区主教座堂网站发
布。
据公教报报道，“有声圣经”
由香港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主
任司铎陈志明神父发起，以回

应教区本年度牧民主题“堂区
更新”。同时，今年1月24日是
天主圣言主日，在有声圣经中
饰演天主的陈志明神父，希望
信友们在疫情下，也能一同响
应圣言主日。
目前，相关工作人员正着手录
制另外三部福音，这三部“有
声圣经”有望在半年内完成。
届时，公教艺人张德兰也将参
加声音演出。
負責製作「有聲聖經」的教徒
姚秀鈴有多年電台製作經驗，
這次她按照聖經原文，為場景
加上聲效，神長及教友聲演時
會加上語氣和情緒表達，以加
強感染力。在前期準備時，她
剛從海外回港接受隔離14天，
隔離時她每天在為福音內容分
場，以及聲音演繹等編排，
「這16章陪伴我渡過隔離的日
子，有如是天主的陪伴。」

菲律宾主教指出要尊重伦理
疫苗接种穷人优先众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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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塔克主教座堂，四位修女
发暂时愿，另外四位发了永
愿。阿讷西圣若瑟女修会是第
一批在奥里萨邦服务的修道
人。她们的工作范围，从教育
和医疗保健到发展、教理讲授
和传扬福音。
克塔克-布巴内什瓦尔（亚洲
新闻）–  印度克塔克-布巴
内什瓦尔（奥里萨邦）总教区
若望聼巴尔瓦总主教（John 
Barwa）说，四名发暂时愿的
修女和四名发永久愿的修女，
与其他修女一起，成为「天主
接触穷人的渠道」。总主教上
周六在主教座堂举行发愿弥
撒。
发愿的修女，属于安纳西圣若
瑟女修会。她们是：若瑟修女
（Nirmala Jose）、维马拉修
女（Vimala）、克尔华纳修
女（Kerthana）和希马修女
（Mary Hyma）发永久愿；而
拉德雅修女（Biddika Radha）
、祖梅利修女（Jhumuri）、佩
什柏修女（Pushpa）和拉克拉
修女（Shushmita Lakra）发暂
时愿。
由于受到大流行的卫生限制，
很少人参加发愿礼仪。尽管
如此，仪式还是「充满精神价
值」，并受到当地文化启发，
例如庆祝活动开始时有欢迎舞
蹈。

巴尔瓦总主教解释说：「这批
修女属于本教区的第一个修
会。她们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希望和变化，为民众提供了精
神和物质的需要。」
修女们不仅参与教育、保健、
发展，还参与教理讲授和传扬
福音。在实践中，将儿童、年
轻人和成年人的教理传授给他
们。
但是她们也照顾辍学者，帮助
他们学习裁缝、计算机、酒店
业和护理方面的工作技能。他
们还为妇女制定了一项特别计
划，以教育和增强妇女权能。
「修女们最重要是照顾村庄里
的孩子，使他们有祈祷和信
仰的味道。在该地区，有村民
极度贫困。他们是天主接触穷
人、弱者、病人和老人的渠
道，使他们体验天主和他们丰
富的生活，并迅速使他们成为
我们心爱的印度的有良心的公
民。」
修会省长列娜修女（ Leena）
对巴尔瓦总主教表示感谢。「
总主教在讲道辞中，强调了天
主之母玛利亚的身影，并要求
修女们以圣母为他们的宗教承
诺的榜样，在当今充满逆境、
唯物主义和社交媒体造成混乱
的时代。在新型冠状病毒时
代，跟随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并
扩大主的国度很重要。」

菲律宾人接种中国
疫苗。

汤汉枢机与香港公教艺人合影。

八修女在印度奥里萨邦发愿
犹如“天主接触穷人的渠道”

汤汉枢机与香港公教艺人 
合作“有声圣经”网站发表

印度八修女在奥里萨邦发愿。

河内（亚洲新闻）- 若望.颜督
文（John 聼聼 V聼n Ng聼n）
是春禄教区新任主教。1月16日
下午，非常驻越南代表扎莱夫
斯基（表Marek Zalewski）主
教宣布了教宗方济各决定的任
命。 若望主教已经是教区的辅
理主教。
若望主教于1953年7月6日出生
在宁平省。他说：“我的父亲
在我3岁时去世了。我母亲当时
22岁。从那以后，她默默付出
并为她的两个孩子奉献爱。”
目前，聼肋莎女士有7个孙子，
其中一个是鲍思高慈幼会的修
女。邻居们非常喜欢曾祖母，
每个人都把这位母亲当作抚养
子女的榜样。
从1965年到1973年，新任主教
曾是西贡圣若瑟小修院的学
生。1973年至1977年，他就
读于大叻圣庇护十世宗座学
院。1998年，他毕业于胡志明
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并获
得了越南文学学士学位。
1992年1月14日，他被任命为春
禄教区的神父。随后他成为堂
区的副本堂。从1994年到2005

年，他担任堂区的本堂神父。
2006年至2010年期间，他在菲律
宾马尼利圣多默大学完成了学
业，并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他被任命为春禄教区
圣若瑟修院副主任兼哲学系主
任。
2017年5月2日，教宗任命他为
春禄辅理主教。他于2017年6月
1日被祝圣为主教。2018年在罗
马举行的第一届年度会议上（
在述职报告之际），越南主教
团选举若望蒙席为2019年至2022

年教义委员会主席。
若望主教同时也是春禄华平学
院董事会主席。这是1975年历
史性事件之后，越南第一所也
是唯一的一所天主教大学。
在春禄教区主教办公室的热烈
气氛中，有神父、圣若瑟修院
的教授、宗教人士、隐修士、
修士、堂区及天主全体子民的
代表在场。每个人都在一起
祈祷，希望共同努力并建立教
区，使其越来越成为天主怜悯
的圣地”。

教廷越南代表宣布教宗任命
若望出任春禄教区新主教

若望出任越南春禄教区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