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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味诗歌。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
缺。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近幽
静的水旁，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 
咏  23：1-3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主日的礼仪选读《若望
福音》第九章全章（若九
1-41），叙述一个胎生瞎
子与耶稣相遇的事迹。耶稣
转变他，使原本看不见的他
现在看得见了，使原本残缺
的他成了完人，使原本害怕
畏缩的他成了自主敢言的
人，更叫原本不知道也不认
识耶稣的他成了相信和朝拜
耶稣的门徒。耶稣补全他在
成长中的不足，让他也能
像自己一样，「在智慧和身
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
爱上，渐渐地增长」（路二
52）。人前的恩爱尤其包
括为了耶稣的名字而被人驱
逐，受人辱骂和迫害（若九
34）；因为耶稣说了：「
如果人们迫害了我，也要迫
害你们」（若十五20）。
这个胎生瞎子始终给天主留
下施展作为的空间；他的信
德成长，可以作为我们信德
成长的借镜。

福音详述了这个胎生瞎子的
家庭和生活背景。有许多人
认得他，也识得他的父母。
他曾坐着讨饭，不能自主、
没有尊严；他的父母是平凡
的犹太人，不敢得罪法利塞
人和犹太人首长。由于他生
来瞎眼，他们一家人都被人
怀疑是否在暗中犯了什么大
罪。犹太人普遍上认为痛苦
和残疾是罪过导致的后果（
若九2）；因为圣经上明示
天主以脓疮惩罚埃及人（出
九8-11），疾病来自罪恶
和罪人的愚蒙（咏卅八2-6
），上主要追讨人的罪债，
「从父亲直到儿子，甚至三

代四代的子孙」（出廿5）
，『祖先吃了酸葡萄，而子
孙的牙酸倒』（则十八2）
。耶稣矫正了这个错误的观
念，强调天主与病患同在，
要求人别太追究病痛的原
由，却要更加留意天主在病
患身上的工作。耶稣说：「
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
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
在他身上显扬出来」（若九
3）。耶稣接着还说：「当
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世
界的光」（若九5）。

圣史若望常以「光」来提醒
人在天主创造之初的那一
道「光」（创一3-5；若一
4-5）。那道光是其它一切
创造的基础，使天主接下来
的创造工程得以进展，直到
第六天，天主按照自己的肖
像造了人为止。人是天主最
后和最完美的受造物。天主
造了人之后认为「很好」（
创一31），就停止了所作
的一切工程，并立定第七
天为「安息日」——天主所
祝福的圣日（创二3）。圣
史若望以光的图像来表明，
耶稣是一切创造的基础，
是耶稣继续了其它的创造工
程，使它们趋向完成，并达
致完美；耶稣也要使人成为
完人。因此，关于这个胎生
瞎子，耶稣说：「为叫天主
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

（若九4），意思是，为叫
天主的创造在他身上达致完
美，把他创造成一个完人。
而这个胎生瞎子确实不只
是在身体上成了完人，他
更在心志上、在信德上成了
完人。他不只看得见，而且
还比很多眼明的人看得更清
楚。他看得见天主的临在，
看见并相信「人子」（若
九35；参阅：达七13-14）
，俯伏朝拜了耶稣，对耶稣
说：「主，我信！」（若九
38）。

从创造的角度看，安息日是
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在叙
述胎生瞎子的事迹时，圣史
若望说：「耶稣和泥开他眼
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
（若九14）。圣史若望以
耶稣自己的作为来给我们解
释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人
们应该在哪里？安息日应该
做些什么事情？安息日当然
应该到天主的圣殿，所以耶
稣和众百姓都在圣殿聚集，
经师和法利塞人也在那里（
若八2-3）；可是，由于犹
太人不喜欢听耶稣的教训，
要拿石头来砸他，耶稣只好
离开圣殿（若八59）。在
圣殿外面，耶稣遇上这个生
来瞎眼的人（若九1），也
就是在黑暗中生活了一生的
人。圣殿里的人原本应该更
敏捷、更欣然地接纳这道要

来照亮他们的「世界的光」
（若八12），但他们把这
光赶走了。现在，这光来到
了那早已对看见光明不存丝
毫希望的胎生瞎子。

让我们回到安息日，从安息
日的意义来认识耶稣。耶
稣在安息日治病，以传统疗
法「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
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
眼上」（若九6）。然后，
他叫那瞎子到史罗亚水池里
洗洗；瞎子去了，洗了，回
来就看见了（若九7）。史
罗亚水池位于耶路撒冷南
端，距离圣殿约一公里。一
安息日的路程是从橄榄山到
耶路撒冷城（宗一12），
最多也不过半公里。在法利
塞人眼里，耶稣双倍地违反
了安息日的法律：他不只自
己治病，还叫人走超过安息
日许可的路程。在此，圣史
若望也像圣史玛窦那样（玛
五17-20），告诉我们耶稣
不是来废除法律，而是来成
全法律；因为安息日正是让
人走向成全、达致完美的日
子。耶稣在安息日使这个胎
生瞎子成了完人，不只不再
残缺，更成了有成全信德的
人。耶稣履行他作为光的使
命，使人看见光明，使安息
日成为真正的安息日——天
主祝福人的日子。

耶稣最后总结说：「我到世
上来是为了审判：使瞎眼的
能够看见；使明眼的反而成
了瞎子」（若九39）。 从
光的角度看，「审判」在此
明显的并非断定谁对谁错，
谁该受奖赏，谁该受惩罚。
耶稣来是为驱除那折磨人的
黑暗，因为他是光，创造世
界的真光。即使是瞎眼的也
能看见耶稣真光；但那些自
认为明眼的人，因为拒绝真
光而仍处在黑暗中，仍旧看
不见。这就是耶稣的审判。

我们中或许有些人像这个开
了眼睛的瞎子那样，全然地
接纳耶稣；或许像他的父母
那样，不敢承认耶稣；或许
像法利塞人那样，心硬不愿
接受耶稣，却以堂皇的藉口
说是为了保护信仰的纯正，
捍卫天主的法律。人怎能以
自己对天主狭隘肤浅的认识
去捍卫伟大的天主呢？

耶稣真光已来到世界，祂今
天还在我们的生命中进行创
造工作，使我们成为完人。
让我们敞开心灵，接纳祂
的照耀，接受祂的创造；让
我们俯伏朝拜耶稣基督，对
祂说：「主，我信！」 阿
们。

梵蒂冈电台
～ 张德福神父 ～

陳新伟神父默思日記
2020年3月11日

昨天去探訪一位百歲的老教
友。聽説她還不知道我近期
將會有調動，午餐後買了一
些小點心，順便告訴她我的
動向。
分離總有不捨，生離死別誰
能避免。有些人把持不放，
越是愛的深的，越是無法釋
懷那份情感，即使達到如大
德蘭所説的“純靈性之愛”
的人，依然還是人，依然無
法擁有“純靈性的愛“，必
在其中摻雜感性的愛。耶穌
基督是真人，所以他為這世
界流淚，為朋友流淚。更何
況我們靠著肉性生活的人。
人皆有靈性，否則無法受
教。然而受教之人，卻有意

除去靈性卻是我們人類的悲
哀。人類的歷史，是在追求
神人關係中，找到生命的智
慧和真理，雖然萬物在“
空“的真理中，也就是佛教
所謂的變化中不斷前進，但
這個變就是十字若望所說的
神人的衝擊下的靈性的塑
造。並非世界沒有真理，而
是”空“就是真理，撞擊下
的變化，就是天主創造的真
相。
天主的撞擊永遠都是爲了靈
魂最大的益處。在靈性缺口
上撒鹽，或如十字若望所言
的“傷口上的火焰“，那是
在愛的傷痛中，施於靈性傷
口的治愈。生離死別是生命

的缺口，但這並不影響我們
擁有一個美麗的生命。“純
靈性的愛中摻雜感性的愛“
其實所要表達的正是如此：
肉性的缺口，讓靈性的愛來
補缺。
這位老教友知道了我的離
去，說了這番話：靠人我們
都會被離棄；唯有靠天主，
天主不會離棄我們，除非我
們選擇了放棄祂。雖然有那
麽點不捨，但靈性的愛，彌
補了她的傷感。的確，如讀
經所言：凡信賴世人，決
心遠離天主的人，以血肉的
人為自己的臂膀，是可咒駡
的；而一株栽在水邊的樹
木，生根河畔，不怕炎熱

的侵襲，枝葉茂盛，不愁旱
年，不斷結實。失去了人
心，無可藥救，即使擁有世
界，那有如何！天主的撞
擊，就是研察人心，考研肺
腑。這位教友，曾被教友抱
怨，只愛天主，不愛近人，
但我卻告訴你，“她愛的很
不一樣“。
上述言語，來自耶勒米亞之
口，屬於靈性生命的明悟。
這正回應了“神貧的人是有
福“的真理。她也有眼淚，
也有傷痛，偶爾也會抱怨，
但靈性生命的最大恩寵就
是，很快的，她就轉向了天
主。眼淚得以被抹去，傷痛
得以被安撫，抱怨不讓她失
去恩寵。正如聖女德肋撒姆
姆，在黑夜中，不會失去對
天主的依賴；這樣的她，才

能在窮困者身上，腐臭的病
人身上，看到主耶穌。他們
都在生命的缺口中，用靈性
的愛來填補生命的缺口。
而福音的富人和乞丐拉匝祿
的故事，正反映了一個缺乏
靈性生命的結果。缺乏靈性
生命的富人，即使擁有世
界，這些世界的東西無法讓
他步入天主的國。聖女德勒
撒姆姆是貧困的，卻讓她成
了聖。大德蘭曾説過，窮人
得到的榮譽，才是真正的榮
譽，就是這個道理。
乞丐拉匝祿能有什麽可給？
但他卻沒有拒絕比他更可憐
的狗來舔她的瘡痍。許多擁
有更多的，卻不用來光榮天
主，天主的正義，最後就是
在陰間中，無法在天主的懷
抱裏。

对职务调动的感想

四旬期第四主日：我们对耶稣说「主，我信！」
瞎子信德作为我们信德成长的借镜



HERALD March 22, 2020 Xian Feng Bao 19

教宗方济各3月11日透过网
络直播主持公开接见活动，
在要理讲授中，谈到真福八
端中的第四端“饥渴慕义的
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
到饱饫”。教宗解释在所有
人的内心深处都怀有对天主
的渴望。
（梵蒂冈新闻网）不正义伤
害了人类，人类社会迫切需
要真理和社会正义，因为“
尘世人类遭受之祸患上达在
天大父的心怀”。教宗方济
各在3月11日的公开接见活
动中，用这些话语解释“真
福八端”中的第四端“饥渴
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
们要得到饱饫”（玛五6）
的意义。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教宗当天的要理讲授透过梵
蒂冈新闻网实况直播。
教宗首先指出，饥饿和口渴
是人类的“首要需求”，它
关系到“人的基本生存”。
然而，耶稣所说的饥渴慕
义“比每个人内心深处对
人类正义的合法需求更为深
刻”。比肉身上更为深切的

口渴是“根植于我们存在根
源的一种渴望”，内在的饥
饿是“一种焦虑不安”。教
宗对此引用圣咏第63篇2节
解释说：“天主，祢是我的

天主，我急
切寻觅祢；
我的灵魂渴慕祢，我的肉身
切望祢，我有如一块干旱涸
竭的无水田地。”

教 宗 接 著
说：“甚至在
那最腐败和远
离良善的人的
心中，也埋藏
著对光明的渴
望；即使在欺
骗和错误的废
墟下，总也有
对真理和美善
的渴求，即对
天主的渴慕。
天主圣神激发
起这渴求，祂
是把我们从灰
土中加以塑造
的活水，是给
予受造物的生

命气息。”
教宗于是强调，出于这个原
因，“充满圣神的教会受派

遣向普世人类宣讲天主
圣言”，因为“耶稣基
督的福音”是人类心灵
迫切需要且是“最大的
正义，即使人们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
如果始终保持强烈的渴
慕，它会使任何一位度
婚姻生活的男女总能找

到前进的道路。青年、孩童
以及“每个人都蒙召去重新
发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
么是真正需要的、什么使我
们生活美好；与此同时，知
道什么是次要的，而能平心
静气地放弃”。
教宗最后总结道：“愿上主
赐予我们这恩典，也就是寻
求正义、享见天主并善待他
人的渴望。”
教宗在3月11日网络直播的
公开接见活动中，特别向所
有遭受新冠病毒折磨的患者
表达关怀之情，并感谢所有
在第一线与疫情对抗的医
生、护士和义工。教宗最后
也提醒众人不要忘记在希腊
和土耳其边界受苦的敍利亚
难民。

在第二台网络直播的清晨弥撒中，
教宗方济各再次鼓励那些抗击新冠
病毒的医护人员，为病人祈祷，并
呼吁司铎走出去送圣体。
（梵蒂冈新闻网）3月10日清晨，教
宗方济各在圣玛尔大之家小堂主持
了第二台由网络直播的平日弥撒。
教宗亲吻祭台后，静默片刻，然后
如同前一天那样，把这台感恩祭献
给在新冠病毒疫情下所有受苦的人
和照护病患的人。教宗还说：「让
我们也为司铎祈求上主，愿他们有
勇气走出去，探访病人，带去天主
圣言的力量和圣体，并陪伴医护人
员及志工。」
在弥撒讲道中，教宗首先回顾前一
天的读经，说道：「昨天，天主圣
言教导我们不仅要在理智上，也要
发自内心、怀著羞愧之情承认自己
的罪过，为此办告解；羞愧是我们
为了自己的罪过在天主面前的一种
高尚态度。今天，上主召叫我们所
有罪人与祂对话，因为罪过令我们
自我封闭。」
早在原祖父母亚当和厄娃身上，
就展现出这种封闭态度：他们犯
罪后，发现自己赤身露体，深感羞
愧，遂躲藏起来。教宗说：「罪人
感到羞愧，然后试图躲藏。天主却
呼唤说：『来吧！让我们聊聊你的
罪过、你的处境，不要害怕。』上

主接著说：『你们的罪虽似朱红，
将变成雪一样的洁白。』」上主能
改变一切，祂鼓励我们勇敢地说出
自己的卑微不幸。
接著，教宗提及一个圣善之人的
例子。这个人由衷忏悔、热心祈
祷，奉献一切给上主，但上主仍不
满意。某天，这个人对上主有些
生气，说：「上主，我搞不懂祢，
我把一切献给了祢，祢却始终不满
足，仿佛有所匮乏。到底缺了什
么？」上主答道：「给我你的罪
过：这就是所缺的部分。」
教宗强调：「这是上主的邀请。然
而，欺骗总是存在：有的人非但不
与上主交谈，反倒假装自己不是罪
人。这就是上主谴责经师的原因：
『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
看。』」这是「表面工夫」，「以
虚荣掩盖我们内心的真相」。教宗
指出，「虚荣绝对无法治病，却是
百害而无一利，使人带著心病前
行，心硬如石」。虚荣造成人对上
主的召叫自我封闭，而「上主的邀
请却如兄如父」。
教宗最后祈祷说：「愿上主的圣
言激励我们；愿我们的祈祷真实
可靠，符合我们的现况、罪过和不
幸。我们要与上主交谈。祂认识
我们原本的样貌，我们却不懂得自
己，因为虚荣老是怂恿我们隐藏原

貌。愿上主助祐我们。」

教宗第三次直播清晨弥撒
3月11日上午，教宗第三次在主持清
晨弥撒时进行网络直播。教宗在诵
念进堂咏之前，首先邀请众人为新
冠肺炎病患祈祷，并特别念及服刑
人。教宗说：「让我们持续为这次
传染病的患者祈祷。今天我也格外
渴望为服刑人、为关在监狱里的弟
兄姐妹祈祷。他们备受煎熬，我们
必须以祈祷关怀他们，愿上主在这
艰难时刻助祐他们、安慰他们。」
在弥撒讲道中，教宗从当天的第一
篇读经讲起（参阅：耶十八18-20）
。教宗指出，「耶肋米亚先知这段
章节的确预示了主耶稣的受难。敌
人说的不是『让我们战胜祂，赶祂
出去』，而是『让我们令祂生活艰
苦，折磨祂』。这是先知遭受的磨
难，却也蕴含了有关耶稣的预言」

。
接著，教宗论及当天的福音（参
阅：玛廿17-28）：耶稣亲口预示人
子将受到戏弄、鞭打和钉死。教宗
解释说：「这不只是死刑，还有羞
辱和恶意。若是有人恶意迫害基督
徒、迫害他人，其中必有魔鬼。魔
鬼有两种方法：伴随世俗承诺而来
的诱惑，一如魔鬼当初在旷野里对
耶稣做的那样，引诱祂，怂恿祂改
变救赎的计划；这招一旦行不通，
魔鬼就会变本加厉。」牠傲慢自
大，顽固地试图摧毁一切，而且在
一旁幸灾乐祸。
教宗最后祈祷说：「愿上主赐给我
们恩宠，让我们懂得区分上主的道
路和世界的道路。上主的道路是十
字架，世界的道路是虚荣、表象和
浮华。」

意大利新冠病毒严重疫区洛迪的主
教接到教宗的慰问电话，对此由衷
感激。教宗致电问候疫情下的处
境，并在这艰难时刻鼓励洛迪的所
有居民。同时，意大利明爱会也发
表信函，呼吁信友切莫缩减爱德的
幅度，而是秉持必要的预防措施和
谨慎态度行爱德。
（梵蒂冈新闻网）意大利洛迪教
区主教马尔韦斯蒂蒂（Maurizio 
Malvestiti）在给信友的牧函中表
示，教宗方济各3月6日骤然来电慰

问。洛迪是新冠病毒的严重疫区，
在教宗致电前，已有7百多个病例。
由于意大利疫情不断加剧，该国已
全面暂停公开弥撒和公众活动。在
这艰难考验下，意大利明爱会吁请
众人不忘贫困弱小者，爱德的幅度
不可减弱。
洛迪教区主教在牧函中指出：「教
宗打电话给我，保证向所有人颁赐
慰藉人心的宗座降福。」为此，「

我们由衷感谢教宗，为教宗祈祷，
并且为我们大家，尤其是为红色警
戒区的弟兄姐妹，为病患和所有照
料病患的人祈祷，关怀患者家属及
痛失所爱的人」。「在互相关怀
中」，我们必定能「携手克服棘手
的传染病危机」。
与此同时，意大利明爱会主席雷达
埃利（Carlo Roberto Redaelli）
总主教3月9日致函全国各教区明爱

会，吁请众人切莫缩减爱德的幅
度。他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解释
说：「我们鼓励继续已展开的爱德
工作。换句话说，就是要采取一切
预防措施，却不失对有需要者的关
注。我想到穷人食堂、宿舍、互助
商店、聆听中心，以及对许多危急
处境的关怀。这是我们呼吁的意
义，而我还要强调另一点：尽管此
刻在我们的团体内，圣事、圣言和
要理讲授的幅度受到限制、面临困
难，但是爱德的幅度不该减弱。」

教宗透过网络直播公开接见
人人内心深处都渴望天主

教宗清晨弥撒：新冠疫情下
鼓励司铎为病人送圣体

教宗致电慰问新冠疫区居民

教宗主持清晨弥撒之情形。

教宗通过网络作公开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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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为筹组成立马
来西亚明爱会，一个包含大
马半岛，沙巴及砂拉越代表
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已告成
立。
马来西亚各教区全人发展局
的代表于2月25日，在吉隆
坡总教区牧民中心，与明爱
会主席甲柔教区主教博纳德
及执行秘书查尔斯召开会
议，讨论成立明爱会事宜。
会议的目的除了检讨各教
区的社会牧民事工与现有
工作的状况，选出一个临
时执行委员会，以负起主
教团会议定下成立马来西
亚明爱会的委托之外，还
要准备于今年5月举行全国
大会。
各代表认为，马来西亚天

主教会的社会使命，一般
上觉得较弱及零碎，因此
对社会的影响不大。他们
认为需要把社会牧民事工
专业化，以便做到更系统
化与具凝聚力；他们询问
教会能否为全职专业人士
和计划提供资源，因为只
有志愿者是不足够的。
他们看到通过明爱总会，
成为亚洲及国际网络的一
部分的好处，因为它为执

行社会牧民使命，已提供
了经过时间考验的结构和
已经证实有效的组织。
主席博纳德主教向大家保
证，我们每个人都坚持信
德，合力发展一个逐步完
成的地图。他也肯定各位
主教将会赞成结构上的改
革。因此每个人将要多多
学习，或每个人都需接受
培训。
出席的代表也决定，在今

年三及四月在
教 区 作 广 泛
的意见征询，
以聆听基层的
声音。执行秘
书已经向所有
的教区发出问
卷，以便有助
于商讨及策划

的过程。征询的结果将提
呈给今年5月4日至7日召开
的全国明爱会大会。
会议代表接着选出大马半
岛，沙巴与砂拉越的三名
代表以及推荐的另两人，
与主席博纳德主教及执行
秘书查尔斯组成临时执行
委员会。他们将会通过网
上会议，准备未来的全国
大会。

（吉隆坡讯）虽然刚获首
相慕尤丁委任为掌管宗教
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前联
邦直辖区宗教司祖基菲里
当天仍如常到清真寺，为
宗教课开讲。
根据面子书贴文，他在内
阁阵容揭晓后仍直奔霹雳
的仕林河清真寺，为每个
月的黄昏祈祷课开讲。
他在贴文中说，“我谦卑
地恳求，所有朋友继续为

我祷告，以便阿拉赐予我
力量，让我以所有的能力
来肩负这份委托和信任。”
此外，祖基菲里（Zulkifli 
Mohamad Al-Bakri）要
求，各造祷告和协助他履
行有关委托。

“为我祷告，协助我及给
我提供意见。让我们抱着
对上苍的感恩之心，延续
前任领袖的遗绪，建造多
元 族 群 和 宗 教 的 马 来 西
亚。”
慕尤丁委任数名无党籍的

非 政 治 人 物 入 阁 。 除 了
祖 基 菲 里 ， 联 昌 国 际 集
团（CIMB）执行长东姑
扎夫鲁（Tengku Zafrul 
Tengku Abdul Aziz）
也接任财政部长职。他们
和其他副部长受委为上议
员，以接任有关职位。
祖 基 菲 里 今 年 5 1 岁 ， 自
2014年起担任联邦直辖区
的宗教司，被视为立场较
温和的宗教领袖。

（新山讯）甲柔教区顾有
彦 神 父 于 3 月 7 日 蒙 主 宠
召，享年90高龄，灵柩停
放在避兰东圣若瑟堂，并
于3月9日早上十一时进行
殡葬弥撒，殡葬弥撒由甲
柔教区博纳德主教主祭，
参与共祭的除了两位荣休
主教即曾顺祥及陈志音，
还有费南德枢机主教、巴
吉安荣休总主教及多位神
父。
博纳德主教在证道时说，
身为教友对于死亡的态度

该随时做好准备，因
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死
亡，而人生无论有多
大的功绩或有多好的
起跑点，但最终是否
能秉持着初衷那才是
重要。
主 教 赞 扬 顾 神 父 是 一 位
忠实的仆人，虽然在病重
时 ， 还 是 不 会 拒 绝 教 友
的拜访，在面对病魔纠缠
时 ， 还 是 坚 强 的 默 默 忍
受，而他也曾告诉医生他
年事已高不必再怎么治疗

了。
顾神父原籍中国四川，于
1950年来到马来西亚槟城
大修院修读神哲学，并于
1955年12月4日在新加坡
圣伯多禄圣保禄堂晋铎。
自1960年起便服务于甲柔
教区的多间教堂，也曾负
责修建及重建多间教堂，

如峇株巴辖的圣恩利堂、
丰盛港的圣彼德堂及主教
座堂等，除此之外他也曾
担任长达16年之久的甲柔
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的总
神师，所以对华文教务的
贡献不小，深得教友的爱
戴。
（图与文：林飞寛）

（八打灵再也讯）圣依纳爵
堂的小学及中学年级的主日
学教理老师逾40人，于2月
28日至3月1日，一连三天
参加了在金马仑高原美以美
中心举行的常年避静。
避静邀请了方济嘉布遣兄弟
会的张保禄神父主讲，主题

是着重于圣德复新与成长的
过程。神父虽认同教理老师
应注重祈祷的人生，不过平
信徒多数是依靠散漫及神阅
读的祈祷，通过思维与上主
沟通，他指出参加者应多做
默观祈祷，即神父所谓的心
祷。

神 父 也 教 导
退 省 者 适 当
的 呼 吸 技
巧，每次上课都以呼吸和默
想为开场，以确保能够把所
学的付诸行动。
张 保 禄 神 父 每 天 早 上 6 时
半都主持30分钟的躯体祈
祷，主要是用气功来呼吸，
动作及
默想。神父指出教理老师有
必要照顾自己，并列出应付
压力，不良饮食习惯及缺乏
正当睡眠的健康策略。
神父说，我不是在此教导
你 们 成 为 更 好 的 教 理 老
师，而是引导你们建立坚
强的内在信仰习惯，以便

你们将能面对教理讲授的
挑战。
为了确保内心与外在的平
衡，一位富有经验的信仰
导师沙马拉耶杜勒呈献了
一项精彩的主讲，谈及教
理老师的志业与素质。
在主持主日弥撒时，张神
父的讲道提及正确行动背
后的正确动机的重要性，
并以圣多默倍吉的榜样加
以说明。圣人不怕殉教，
但他唯一的害怕是不要为
错误的理由殉道。（圣人
后来因抗拒官家的侵犯，
保卫教会的权利而牺牲。）

各教区代表选出临时执委会
5月开大马明爱会成立大会

新宗教部长祖基菲里表示
建造多元族群和宗教国家

甲柔教区顾有彦神父安息 
主教赞神父为忠实仆人

圣依纳爵堂教理老师

参加避静获益良多

张保禄神父主持讲座情形。

圣依纳爵堂教理老师与主讲神父合照。

顾有彦神父遗容。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
长祖基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