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RALD November 1, 2020Xian Feng Ba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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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7，2-4，9-14；若一3，1-3
；瑪5，1-12)
諸聖節帶給我們極大的喜樂和希
望。我們喜樂的是知道我們的許
多兄弟姐妹已經借著天主的聖寵
在他們身上所完成的聖德到達
了天主身邊。這給我們希望。天
主也給我們聖寵—正如保祿所
說—“為使我們在天主面前，成
為聖潔無瑕疵的”（弗1，4）。
第一篇讀經邀請我們瞻仰由無數
的人所構成的天上聚會。第二篇
讀經向我們講述天主賜給我們的
作他兒女的身份，這是我們的聖
德的根源。在福音裏，耶穌給我
們指出走向聖德的道路：真福八
端。
我們先考究一下福音。真福八端
是一個生活綱要，宗旨是引人獲
得聖德。這是一個樂觀的生活綱
要。耶穌九次重復“是有福的”
一詞，宣佈許多人幸福，並邀請
我們也在我們的生活中接納這幸
福。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
他們的。
這是真福第一端。據一班聖經學
者的意見，它也包括了所有其他
真福。“神貧”一詞必須加以說
明，免得被人誤解。它的意思
是說，達到聖德的條件是擺脫對
物質財富的依戀，這是最緊要的
事。誰貪戀物質財富，好比身上
捆綁著重擔，總是在拉他越落越
到下面去。要修聖德，必須一身
輕鬆，毫無拘束地接納天主的聖
寵；正如保祿所說，一心“追求
天上的事”（哥3，1）。
有錢的人也應當是神貧的。他

們不應當依戀他們所擁有的財
富，應當把它用來為增進他人的
福利，為幫助有益的事業。教宗
大良說許多有錢的人其實是神貧
的，他們並不依戀財富，卻利用
他們的財富盡量援助別人。
因此真福的基本條件是不依戀物
質財富。一個窮人也可能依戀他
所沒有的物質財富，他可能一面
貪求金錢，一面嫉妒有錢的人。
這對他的靈修生活沒有好處。
一個人貧窮，當然應當勉力尋求
生活的一切必需，但是他可以自
喜，因為他的處境更有利於生活
在愛內。實際上，生活在貧窮環
境中的人們，往往比生活在富裕
環境中的人們，更懂得友愛。在
富裕的環境中，對財富的牽掛在
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
在彌撒中講道的短短時間裏，我
們不能解釋全部真福八端，所以
我們就限於解釋其中幾端。
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
們要看見天主。
這端真福從前一般被解釋為生活
貞潔的人的幸福，意味著棄絕性
欲。其實，它的範圍極廣。當然
它包括性這方面，但是並不限於
此。心裏潔淨的意思是心裏沒有
任何壞念頭，沒有任何邪惡的冀
望。所以，他的範圍不但包括性
這方面，而也包括正義，仁愛，
和友誼各方面。總之，“心裏潔
淨的人”是指滿懷愛天主和愛
人心情的人。潔淨不是消極的沒
有什麼，而是一種圓滿；只有心
裏充滿積極的事物，充滿對天主
和對鄰人的愛，才能達到這個地
步。

心裏潔淨的人要看見天主，正是
因為天主是愛。誰生活在愛內，
便與天主共融。
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
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
有福的。
我認識一個曾在中國傳教的神
父。他曾被共產黨人逮捕，經
歷過人民的訴訟。人家為避免
麻煩，說了許多損害他的話。
他當時吃盡苦頭，但是心裏倒
還喜樂，他覺得她投入了耶穌的
苦難，這使他在痛苦中嘗到了真
福。
正當我們應當受苦的時候，耶穌
邀請我們喜樂，這是因為我們的
受苦給與我們一個不自私的，慷
慨的，與耶穌的苦難結合著的愛
的機會。
伯多祿懂得這道理，因為它在
他的第一封書信裏，寫著說：“
因為分受了基督的苦難，這樣
好使你們在他光榮顯現的時候，
也能歡喜踴躍。如果你們為了基
督的名字，受人辱罵，便是有
福的，因為光榮的神，即天主的
神，就安息在你們身上”（伯前
3，13-14）。
聖人們都曾經歷過真福生活的
人，他們都曾邁步走向純粹的喜
樂，天主完美的愛的喜樂。
在第二篇讀經裏，若望為我們
提出一個不尋常理由，叫我們喜
樂。 他說：請看父賜給我們何
等的愛情，使我們得稱為天主的
子女， 而且我們也真是如此。
從這句話裏我們也能懂得省的不
是我們本人能夠完成的事物。“
修得成聖”這句話，從福音的觀

點說來，是不正確的。因為成聖
不是我們自己的工程，是我們從
天主的愛那裏接受來的恩典。
天主的愛對我們極其慷慨，它促
使我們走向聖德。天主願意把他
自己的聖德傳給我們。那麼，我
們應當虛心接納天主的寵愛，勉
力活出做天主兒女的身份。這是
一種不尋常的榮譽，因為這樣我
們就在愛內，像兒女與父母一
般，與天主結合了。
若望指出，我們究竟是誰，現在
尚不顯明。現在我們生活在困難
中，覺不得我們的真實身份，待
到一旦遇見主基督，才完全明
白。
在第一篇讀經裏，默示錄描述
一個令人興奮的奇觀：它指示我
們，聖德不是保留給幾個有特權
的人的，而是天主賜給許許多多
人的一種恩寵。天主願意把它賜
給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召成
聖。然而有些人拒絕天主的召
叫，不接受這極其寶貴的天主的
聖寵。
默示錄指出以色列首先是聖人的
民族。它說有十四萬四千人，來
自這民族的各個支派。他們額上
都蓋著印，保護他們度過世上
的痛苦，引領他們來到天上的榮
福。我們或許以為只有少數的希
伯來人成為聖人；但是默示錄告
訴我們的，恰好相反。
再者，聖的並不限於選民：希伯
來民族固然享有特權，但是天主
賜給他們這特權，是為是要他們
將她傳給所有民族。默示錄的作
者說：我看見有一大夥群眾，沒
有人能夠數清，是來自各邦國、

各 支派、各民族、各異語的。
這真的是一個奇觀。
他們都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
穿白衣，手持棕櫚枝， 大聲呼
喊說：“救恩來自那坐在寶座上
的我們的天主，並來自羔羊！”
承認聖德是天主的恩賜。
再者，聖德不是以輕易的生活便
可獲得的：需要經過大災難，才
能接受天主賜給的成聖恩寵。默
示錄的作者這樣解釋說：長老
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
衣的人是誰？他們是從那裏來
的？”我回答他說：“我主，你
知道。” 於是他告訴我說：“
這些人是由大災難中來的，他們
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
裳，使衣裳雪白”。
基督的血具有潔淨，增進生氣，
和使人成聖的作用。當我們接受
苦難的生活，與耶穌的苦難結合
時，它的作用便格外有效。就是
這樣我們用羔羊的血洗淨我們的
衣裳，把它洗得雪白。基督的血
真是一個奇妙恩寵！希伯來書說
得好：“基督藉著永生的神，已
把自己毫無瑕疵的奉獻於天主，
眾的血豈不更能潔淨我們的良
心，除去死亡的行為，好去事奉
生活的天主﹖ （9，14）。
總之，我們的立場應當是積極
的。我們懷有一個極大而勇敢的
希望。我們並不毫無作為地等著
盼望，我們著實接受天主賜給我
們的恩寵，它使我們分擔耶穌的
苦難，幫助我們完全生活在他的
愛內。
作者：阿爾貝．范諾怡
耶穌會樞機主教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10月25日
我曾陪伴過難民朋友，我真的沒有錢，
沒有什麽可以給，而那時候，我也沒有
信仰，只是一股熱心，一股不純潔的
愛，我自以爲是的偉大的愛，就這樣的
自以爲是的年輕人的驕傲，做了一些“
該做的事“，就是那一些些的憐憫。我
一直到了那一天，在異鄉時的流離失所
時，不小心自己好像在大城市的迷失，
沒有錢，沒有住宿，那時就覺得自己就
是大都市的難民。難怪聖德勒撒姆姆
說，真正的貧窮在大城市，因爲那裏盡
是冷漠。但那時，我才體會了信仰的力
量，那”該做的事“ 不就是需要的那一
點點的慈悲嗎？
我就在那無助時，收到一點點的慈悲。
曾是難民的，反在那時刻，伸出了雙
手，把我這異鄉“難民“帶入了信仰的
憐憫和愛中，見證了耶穌基督的奇跡。
今天的讀經，出谷紀的這段話：不要對
外僑，不要苛刻和壓迫，因爲你們也曾
在埃及僑居過。這是多麽深刻，勾起了
我無限回憶的話語。
原來小小的事情，可以變得不平凡，就
是因爲裏面放進去了愛；有時，我們認
爲微不足道的一句溫暖的話，一個擁
抱，一次陪伴，一杯水，一個微笑，
都可以點燃一個熄滅的燭火。當我那一

刻成爲所謂耶穌基督口中，所謂的“近
人”時，我才體會，我的脆弱，這種脆
弱可以輕輕的一個拒絕就會崩潰，但也
可以那個輕輕的安慰，又能復活
耶穌基督，福音中不斷展現的憐憫，讓
我更明白愛的真諦。而這個愛的真實與
否，就在於對最無助的群體的展現，也
是出谷紀中指出的：寡婦與孤兒，我們
能毫無人性的對無助的人，我們是否趁
火打劫？從小就不忍看到無助的動物被
虐待，看到女孩子哭泣，看到小朋友
被傷害。至今，我都覺得一個能夠對無
助的人所做的殘忍的事情，我都覺得那
是絕對的冷漠。這時，才明白，爲何，
慈悲是奇跡的火種。對於那些富豪，對
窮人的斤斤計較，對有錢的反而有如此
的豪氣，這不是真愛，而是心懷目的。
這不就是世界的游戲嗎？銀行及生意人
的品德不就是如此嗎？能夠認識到這些
來自天主恩寵，而願意用之來幫助“近
人”的富人，真是杯水車薪。
人懂得真愛，懂得靈性的愛，人的能
力，所作所爲，都是從人學習而來的。
人要能真正擁有這些恩寵，是極少數

的，所以大德蘭說，我要告訴他們，即
使懂得靈性的愛的人是如此的少，讓人
們知道了，對那些渴望的靈魂，就有幫
助了。這就是傳播福音的基本認識。我
們領受天主恩寵的，如果不將這些恩寵
傳遞給他人，我們就不可能讓這世界更
加光明，我們不可以將燈火放在斗底
下，將恩寵給埋藏起來。
保祿對得撒洛尼人說了，要求他們“成
爲效法我們和效法主的人”，讓我們成
爲眾信友的模範。有人問我：神父，你
不是來自基督信仰的家庭，今天能夠走
入這個信仰，並被人感覺你就是為這信
仰而生，而活，這是不是表示，有人就
是爲此而生的，不需要特別的努力，就
能走這條聖寵的路。我說：不是的！我
說，我相信，靈魂是歸於天主，靈魂一
直都在尋找自己心愛的人。我的靈魂如
何認識到自己的愛人，因爲，有人將這
個愛呈現在我的生命裏，讓我的靈魂獲
得了渴望。如果沒有那些效法基督的你
們，感動過我的靈魂，我不會從無生有。
所以，那些感動我靈魂的，就是今天瑪
竇所言的，也是大德蘭說言的，天主極

少有的朋友中的好朋友，他們就是守住
天主誡命：全心，全靈，全意愛天主，
上主的人。也就是所謂靈魂團結的人，
愛主，愛人，大德蘭所説的：我是禰，
我為禰而生的教會孩子。
全心，全靈，全意愛天主的人，是何等
的難。這也説明了，如果沒有人可以做
到，這就是謊言。但是我們看到了榜
樣，我們看到了效法的可能性。我們看
到了，白白的恩寵。大德蘭在《全德之
路》8章1節中提到了：我們只需一點一
滴地竭盡所能，就無需介入任何戰爭；
上主為護佑我們，將親自迎戰魔鬼，對
抗世界。是的，最後的完美，是來自每
一個小小的完美，我們能夠學習一個美
好的德行，天主就會給我們所謂的“恩
寵”上加“恩寵‘的能力。不要好高騖
遠，不要揠苗助長，就好好的將一個小
事件，用心，用愛去完成，當下的成全
就是步入了成聖的道路。
願意在沒一件小事中，行走在光明中，
或軟弱中呼號天主的名，心中懷著對主
信任之情，步履基督，即使一小步，一
小段，按自己的方式來領受，就可以了。
專注在基督的人性，祂所經歷的過程，
正是人所經歷的過程。專注祂的生命，
道路和所言的真理，可以幫助我們一步
一步的走人“全心，全靈，全意”的對
主愛的堅定。

诸圣节带给我们极大喜乐和希望
耶穌给我们指出走向圣德的道路

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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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将于11月28日迎来13位新枢
机，其中9位神长未满80岁。新枢
机人选之一是亚西西方济各会会
院院长甘贝蒂神父。
（梵蒂冈新闻网）普世教会将于
11月28日喜迎13位新枢机。他们
当中有9人年龄未满80岁，因此有
权参加未来的选举教宗会议；其

余4位神长已年过八旬。教宗方济
各一如既往，出人意料地宣布了
这项消息。这次他是在10月25日
主日诵念三钟经后，向圣伯多禄
广场上的信众和全世界通过连线
参与的人，公布了擢升新枢机的
喜事。
新枢机当中的两人是罗马圣座
的成员，分别为：世界主教会
议秘书长、马耳他戈佐教区主
教格雷奇（Mario Grech），以
及圣座封圣部部长、意大利阿尔
巴诺前主教塞梅拉罗（Marcello 
Semeraro）。在圣座这两位神长
之外，教宗也将擢升6位普世教

会的牧者为枢机，他们是：卢旺
达基加利总主教坎班达（Antoine 
Kambanda）、美国华盛顿总主
教格雷戈里（Wilton Gregory）、
菲律宾卡皮斯总主教阿德文库拉
（Jose Fuerte Advincula）、智利
圣地亚哥总主教奥斯（Celestino 
Aós Braco）、汶莱宗座代牧沈
高尔内略（Cornelius Sim），以
及意大利西耶纳总主教洛尤迪切
（Augusto Paolo Lojudice）。
此外，意大利亚西西方济各会院
现任院长、方济各会会士甘贝蒂
（Mauro Gambetti）神父也在新
枢机之列。

除了这9位年龄不满80岁的神长
以外，教宗也将擢升4位年逾八
旬的神长为新枢机。他们是墨西
哥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
斯荣休主教阿里斯门迪（Felipe 
Arizmendi Esquivel）、与圣
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合作的
圣座大使暨圣座前任常驻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观察员托马西
（Silvano Tomasi）总主教、教宗
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Raniero 
Cantalamessa）神父，以及罗马
天主圣爱堂区主任司铎费罗奇
（Enrico Feroci）神父。
枢机身穿红色衣袍，展现出他们

乐意为伯多禄继承人服务，直到
倾流鲜血为止。他们即使身处世
界各地，也会被授予罗马永城
的领衔堂区，因为教宗是罗马主
教，枢机则是罗马教会的核心成
员。
汶莱宗座代牧沈高略（Cornelius 
Sim）主教，1951年9月16日出
生在汶莱诗里亚，毕业于工程
学系，之后弃俗修道，成为司
铎。2004年10月20日，圣教宗若
望保禄二世把汶莱宗座监牧区提
升为宗座代牧区，并任命沈高尔
内略为首任宗座代牧，授予他一
个领衔主教区。

教宗方济各在10月25日诵念三钟
经的活动中省思当天的福音。教
宗称，爱天主的人也一定会爱近
人。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0
月2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
口带领信众诵念三钟经。念经
前，他省思了主日福音内容（玛
廿二34-40）。当天福音记载耶
稣回答法学士提出有关“法律中
哪条诫命是最大”的问题，耶稣
的答复强调了爱天主和爱近人之
间存在著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祂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
爱上主你的天主”（37节）。耶
稣也补充强调，第二条与此相
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
（39节）。
教宗解释说，耶稣为个各时代
的信徒制定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要
点。首先是伦理和宗教生活不能
成为焦虑和强迫的服从，而是应
成为爱的原则；其次是爱天主和
爱近人必须是一起且密不可分
的。
这犹如镜子中的浮动，在其中爱
天主和爱近人彼此相互反映，而
不是一个存在而另一个不存在。
这浮现的图像向我们显示，身为

基督徒，我们如何具体地生活。
教宗说：“耶稣以这句话总结
道：‘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
于这两条诫命’（40节）。这
意味著上主给予祂子民的一切
诫命都与爱天主和爱近人有
关”。实际上，所有的诫命都
有助于实现和表达这种双重的
不可分割的爱。
教宗接著表示，“爱天主首先
是在祈祷中表达出来”，尤其
是在“朝拜中”。“我们常常
忽略朝拜天主”。“对近人的
爱也称为弟兄般的爱德，由关
怀、聆听、分享和照顾他人组
成。很多次，我们忽视聆听他
人，因为觉得很无聊，或者占
用了我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
安慰悲痛者，但有很多时间聊
天。若望宗徒写道：‘那不爱
自己所看见的弟兄的，就不能
爱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

壹若四20）。因此，可以看到
两条诫命的统一性。
与天主共融是“每天祈求的恩
典”，也是个人的承诺”，好
使我们的生活不被世界的偶像
所奴役，而是去关怀我们弟兄
姐妹的需求。
最后，教宗总结道，爱近人是
验证我们皈依和成圣道路的方
式。“如果我说我爱天主而不
爱近人，那是无效的”。只要
我们向一位弟兄姐妹关闭我们
的心扉，我们就不能成为耶稣
所要求的那样的门徒。
诵念三钟经后，教宗特别为尼
日利亚发出呼吁。他说：“
我特别关注来自尼日利亚的消
息，警察和一些青年示威者最
近发生暴力冲突。让我们祈求
上主，在通过促进正义与公益
不断寻求社会和谐中，避免一
切形式的暴力发生。”

教宗宣布月杪召开枢密会议
擢升汶莱沈高略等13新枢机

教宗方济各在10月28日的周三公
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祈祷为题
作要理讲授。教宗开始以《新
约圣经》为例讲解，他根据福音
特别解释了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
情景，强调耶稣受洗不是为祂自
己，而是为了我们全人类。祈愿
耶稣的祈祷也成为我们的祈祷。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0
月28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
厅主持公开接见活动，在以祈祷
为题的要理讲授中，以《新约圣
经》记述耶稣开始公开生活为例
继续讲解祈祷。教宗特别讲到了
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情景，四部
福音都记载了群众聚集在一起祈
祷，并具体说明民众聚集具有显
著的补赎特征（参阅马一5；玛
三8 ）。
教宗首先表示，耶稣的第一个公
开行动是参加群众悔罪的的祈祷
活动，参加祈祷的人都承认自己
是罪人。为此，洗者若翰不赞同
耶稣受洗，对耶稣说：“我本来
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就我
吗？（玛三14）”但耶稣坚持，
表示“祂的行动是为承行天父的

旨意（参阅玛三15），即与我们
人类身份一致的行动。祂与天主
子民的罪人一同祈祷”。
教宗解释道，耶稣不是遥远的天
主，祂降生成人以完全的、人类
难以想象的方式启示给人类。教
宗引用天主教教理的话说：“这
是天父等待已久、应发自祂子女
心中的祈祷。这种祈祷终于由
祂的独生子，协同世人并为了世
人，在其人性中活出来了。（参
阅《天主教教理》2599号）”
教宗接著讲道，那天，在约旦
河岸，呈现著全人类。重要的
是有罪人，这些罪人认为他们
不被天主所爱；他们不敢迈进
圣殿的门槛；他们不祈祷，因
为他们觉得不配。教宗说：“
耶稣来是为所有的人，也是为
那些人，正是以和他们一起作
为他履行使命的开始。”
教宗继续表示，《路加福音》
的记载强调了耶稣受洗时的
祈祷气氛：“众百姓受洗后，
耶稣也受了洗；当祂祈祷时，
天开了”（路三21）。教宗
说：“耶稣通过祈祷，打开了

天堂的门，圣神从天而降，从
高天传出一个声音，宣报了那
令人惊叹的真理：‘祢是我的
爱子，我因祢而喜悦’（路三
22）。这句简单的话蕴含著巨
大的财富，它使我们直观到耶
稣的奥迹，祂的圣心总是指向
在天大父。”
“请看，这是耶稣祈祷的独特
之处：就是充满圣神，而在天
大父的声音证明了祂是被天父
所爱的圣子，天主圣父在圣子
内得到圆满的体现。”
教宗最后表示，我们必须祈求
耶稣，让祂的祈祷也成为我们
的祈祷。那么，我们将会听到
从高天传来的声音，这声音远
比从我们卑微心灵深处发出来
的声音更有力，它是温柔的低
声细语：“你被天主所爱，你
是儿子，你是在天大父所喜悦
的”。
教宗总结道：耶稣进入约旦河
不是为祂自己，而是为了我们
众人。祂打开了天门，如同梅
瑟打开红海一样，使我们所有
人能通过祂而进入天国。耶稣
把祂的祈祷赐给我们，那是祂
与天父爱的对话。耶稣把祈祷
当作是天主圣三的种子赐予我
们，愿这种子在我们的心中扎
根成长。让我们接受祂的这个
赏赐吧！

教宗公开接见：祂打开了天门
耶稣总是和我们一起祈祷

在圣座与欧洲机构合作50周年
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致函圣
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回顾了
欧洲的历史和珍宝。在这极不
稳定的时期，教宗祈愿欧洲能
以友爱来抵拒个人主义误入歧
途的危险，切莫眷恋回亿，却
要展望欧洲能「带给世界」的
未来。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
在写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
机的一封信函中，提出他对欧
洲的四个梦想。在这些梦想背
后，有一个实质的信念在支
撑它们，即：如果丢失了欧盟
创始的支柱，真正的欧洲就
不复存在。换言之，悲惨的战
争和高墙结束后，欧洲各国人
民要有团结一心的空间。贝
尔格里奥教宗的这些理想，响
应了欧盟之父舒曼（Robert 
Schuman）和圣若望保禄二
世教宗这两位先人对欧洲的愿
景；其中，若望保禄二世坚
决捍卫这片大陆的基督信仰根
基。
在圣座与欧洲机构合作50周
年、欧盟主教团委员会创建40
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撰
写了这封长信。这两个周年纪
念又与《舒曼宣言》70周年息
息相关，因为这份宣言标志出
欧洲决志结束战争的分裂。而
今，分裂可能再次发生，在这
历史性的紧要关头，教宗方济
各重申一个广受认同的理念。
他写道：「疫情形成一个分水
岭，迫使众人作出决定：要么
继续在过去十年走的道路上前
行，陷入自行其是的诱惑，愈
加互不谅解、彼此对立、冲突
频发；要么就必须重新发现『
友爱的道路』。」
新冠疫情危机恰好凸显了这一
切：自行其是的诱惑促使各国

在不分国界的问题上寻求单边
的解决方案。然而，战后的欧
洲「深知团结力量大」，因
此重获新生。诚如《福音的喜
乐》劝谕所表明的，「合一胜
过于冲突」，以及团结能成为
「创造历史的一种模式」。教
宗方济各的心中回荡著若望保
禄二世1982年11月9日在西班牙
朝圣时发出的肺腑之言：欧洲
「要寻获妳自己、做妳自己」
。
贝尔格里奥教宗重新诠释先教
宗的这句名言，指出欧洲「世
代以来是个打造理想的工坊，
如今似乎失去动力」。教宗方
济各期许欧洲不要「裹足不
前」、眷恋回忆，因为「随著
时间的流逝，再美好的回忆都
会消逝，最终无法追忆」。欧
洲寻获自己，等同于找回「根
基深厚的理想」，不怕自己的
「千年历史」，却以之作为
窗口来眺望未来，而非依恋过
去。因此，欧洲不必害怕古希
腊思想的诘问所激发的「对
真理的渴求」，不必害怕罗马
法律所发展出的「对正义的渴
慕」，以及「在犹太-基督信仰
传统的相遇中与日俱增的『对
永生的渴望』」。
因著上述的欧洲珍宝，教宗方济
各提出四大愿景。他强调，「我
首先梦想著一个友爱人群的欧
洲。但愿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
的尊严都得到尊重，人本身就受
到重视，而不被当作经济考量或
交易买卖的物件」。欧洲秉持
如此敏锐度，成为一片「保护
生命」、工作、教育和文化的土
地，懂得捍卫最脆弱者，「尤其
是老年人、需要昂贵医疗的病人
和残疾人士」。

圣座与欧洲机构合作50周年   
教宗梦想团结互助友爱的欧洲

跃升枢机的沈高略主教。

教宗三钟经谈哪条诫命是最大
爱天主的人也一定会爱近人

欧盟旗帜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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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隆 坡 讯 ） 我 国 首 位 枢
机 、 吉 隆 坡 荣 休 总 主 教 苏
狄.费南迪，近年因患癌症，
虽经悉心治疗，但因年事已
高 （ 8 8 岁 ） ， 于 2 0 2 0 年 1 0
月28日下午12时35分蒙主恩
召，安返天乡。
费南迪枢机于2019年11月被
诊断患上舌癌，曾接受免疫
疗法和放射性疗法，并在医
院休养。之后回到照顾他的
蕉赖圣方济沙勿略疗养院；

他 自 2 0 1 3 年 起 即 在 该 院 休
养。
对教会贡献良多，深受各族
教友敬爱的费南迪枢机的遗
体 ， 于 1 0 月 2 9 日 安 放 在 吉
隆坡圣若望主教座堂旁的活
动中心，从中午12时至晚上
9时，供人瞻仰；翌日（30
日）早上8时至晚上9时，移
至圣若望主教座堂内，继续
让教友瞻仰和吊唁。
因受防疫的有条件行动管制

令的影响，每位访客只准花
1 5 分 钟 作 瞻 仰 、 致 敬 和 祈
祷。每次进堂瞻仰的访客人
数不得超过20人，而他们都
须事前在线上登记。
同样的，因受有条件行管令
的影响，10月31日上午10时
30分举行的殡葬弥撒也不能
开放让公众参加，但将举行
线上直播。
2016年11月19日荣升枢机
费南迪荣休总主教是于2016

年11月19日，获教宗方济各
擢升为17位新枢机之一。费
南迪是吉隆坡总教区第二任
总主教，之前，他是槟城教
区的主教。费南迪自1983年
11月10日继任为隆总主教，
至2003年5月24日，因健康
理由而向教宗辞呈，当时他
年仅71岁，尚未达退休的75
岁。他在任内，建树良多。
退休后，他仍继续为教会服
务，与担任不同的要职。 

我国首位枢机费南迪患癌不治
10月31日举殡教友踊跃瞻仰

（吉隆坡讯）教廷驻马来西亚大
使馆的代办马可史比兹蒙席Msgr 
Marco Sprizzi说，教宗方济各的决
定委任沈高略为一名新枢机，他
是表达了对汶莱周边教会的团结
一致。
代办于10月26日发出的文告中
说，沈高略主教成为从一个小国
汶莱受委为枢机的第一人，这不
仅是一个年轻教会，也是汶莱国
的一种荣誉。
汶莱沈高略主教现年69岁，在汶
莱诗里亚一个拥有华人与杜顺族
混血的家庭，他曾在油田公司任
高职，毅然选择修道，并在美国
圣方济大学攻读神哲学。
他于1989年11月26日由当年的李国

兴主教授于司铎圣职，成为汶莱
本土的首名神父，当年仅38岁。
先后在斯市、马来奕以及诗里亚
三个堂区任主理，并于1997年11月
21日擢升为蒙席，而汶莱教会也
擢升为宗座监牧区。
随后，2004年10月汶莱再度提升为
宗座代牧区，并于2005年1月21日
举行晋牧大典，被祝圣为主教一
职迄今。
他于受询及有关受委为枢机的感
想时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被
选中，这无疑是个真正的惊奇。
我将为了教会与本区域的人民
的好处，而接受接受这项新的任
务。”
另一方面，马新汶天主教主教

团主席，即槟城教区的施恩天主
教，代表本区域的主教及教会向
候任枢机致以祝贺与兄弟般的拥
护。
他说，这实是我们的神圣的时
刻，这也是本地区所有小型教堂
同欢共庆的时刻，因为小的，轻
微的也具有伟大的意义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主教
公署秘书长蔡锦华神父于2020年
10月25日发出的通告，宣布 从
10月26日（星期一）开始至11月
8日, 森美兰州所有的天主教堂
将暂停举行公开弥撒。总主教将
依据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理事会
的其他最新指示而检讨暂停公开
弥撒的日期。
通告指出，位于雪兰莪及吉隆坡
的所有天主教堂，在有条件行动
管制令 (CMCO) 实施期间，将
继续暂停举行公开弥撒。
以下是总主教廖炳坚致给雪隆区
和森美兰州堂区的附加指示：

线上弥撒将继续举行，以照顾
那些不能亲身参加的人士。请记
住，总主教继续豁免不能参加主
日和庆日弥撒的教友的义务。
旅行：请有关地区的教友不要跨
州及跨教区参与弥撒，以减少传
染的风险。
洗礼、领坚振及初领圣体
这些圣事（除婴儿洗礼紧急事故
外），应予展期举行。

职员
A．所有堂区职员（雇员及志愿
者）于情况许可时，都受要求在
家工作。
B．堂区神父得要求职员于特定
的日子到堂区，为必需的工作（
账目、堂讯准备、清洁及整理办
事处等）做较短时间的工作。
C．堂区教友须通过电邮和堂区
办事处接洽。

殡葬仪式
A．在有条件行管令期间，所
有在教堂/小堂举行的殡葬弥撒
及仪式都须暂停。
B．神父可以在善终室或住家
主持简短的祈祷仪式。参加仪
式者只限于家属近亲，而且不
超过15人（包括神父或主持
人）。所有高危群人士都不准
参加。
不要举行在场的守夜/坐夜祈
祷。来宾的到访最多只限15分
钟。
C．在遵守上述的条件下，建
在教堂内的善终室得继续操
作。

婚配礼仪
所有在森美兰州的堂区，婚配
弥撒及礼仪应展期至较后的日
子。如要进行，在场者不得超
过20人。

病人关怀及居家领圣体
A．在有条件行管令期间，所
有居家领圣体都须暂停。
B．可以继续为紧急事故的病
人傅油。请严格遵守总教区的
指南，
祝圣坟墓——追思已亡 ：墓
地里将不会进行公开集会（弥
撒／礼仪／祝圣坟墓 ）。 祝圣
坟墓应展延到比较安全的时候
进行。 教友们受促在家为已故
的亲友祈祷。 家庭祈祷的格式
将由各自的堂区提供。 神师将
会奉献追思弥撒。

致亞庇總教區所有神父，修士修
女和信友，
愿主的平安與你们同在！

當我在2020年7月5日給你们寫一
封牧函時，我們的國家正處於復
原行動管制令（RMCO）階段。 
然後，每天新冠肺炎的病例急劇
減少到個位數，而我們的教會得
以恢復公开彌撒。

今天，情況已經逆轉。 在過去
的幾个星期，我們目睹了沙巴的
新冠病例遽增（僅于10月24日单日
就有889个新病例！），並且新感
染群的數量也在增加。各種媒體
聲明也被發佈，以指出何处发生
或发生的原因，然後互相指責的
戲碼繼續上演。

實際上，遽增的新冠病例不僅發
生在沙巴州。 一些歐洲國家正在
經歷第二波疫情。 以德國和法國
為例，請參見記錄案例。 意大利
和西班牙急於執行嚴格的防疫措
施。 捷克共和國宣布新的國家封
鎖。 美國和印度的新冠确诊病例
数据持續上升。

隨著沙巴州幾乎所有地區都實施
了有條件行管令（CMCO），我
們將回到局部封鎖情况，必須在
线上進行彌撒，並根據牧灵事務
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來執行等等。 
我國政府剛剛宣布有條件行管令
再延長兩個星期，直到11月9日。 
我們許多人不得不繼續待在家里
或居家工作。 對於那些失去收入
或被解僱的人來說，情況令人更

加沮喪。 儘管政策實行必須在經
濟與公共衛生之間取得平衡，但
本國的政局不稳定也在“給傷口
加鹽”。

新冠疫情似乎將會持續一段長時
間。 疫情曲线波动不平的趨勢將
持續，這有赖于众人對個人衛生
的重視程度。 據卫生部指出，使
曲線變平的唯一方法是每人遵守
以下四件事：戴上口罩，經常洗
手，避免到擁擠的地方以及保持
社交距離。 我們之前已經成功做
到這些防疫措施，我認為我們應
該继续遵守这些标准作业程序。

在這充满挑战的時期，醫療和保
安部門的前線人員则要承受了那
些没有遵守防疫措施的社會人士
所造成的受挫苦惱。 当中其中一
些人被感染。 有些人则對要求过
多的服務而不知所措。 讓我們為

他們祈禱，並為他們打气，给他
们寄予安慰和激励的話。

對於那些不幸染上新冠肺炎的病
患或失去親人的人，我表示最深
切的慰问和献上祈禱。 我希望他
們能保持鎮定，並向主尋求力量
和安慰。 在這樣的時刻，只有祂
才能治愈所有的心灵和情感的痛
苦。

在上一封牧函中，我問了兩個有
關的問題：“我們從這次封鎖中
學到了什麼？ 主今天對世界說什
麼？” 我想在此添加更多让大家
反省的问题：關於我們國家的局
勢，天主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要
往哪裡去？ 我們可以採取什麼措
施來糾正或改善情況？ 我們可以
做些什麼，來幫助改善經濟和公
共衛生狀況？此 大流行病迫使我
們進行全球方位思考並在本地採
取行動。

作為天主教徒，我們的信仰要
求我們在“船即將沉沒”時，继
续注目予祂（參阅玛14：28-31）
； 同時，我們也被要求“給窮人
帶來好消息，向俘虜宣告自由，
讓盲人恢復視力，釋放被壓迫
者”（參路4：19-20）。 儘管大
流行病肆虐，讓我們的信德堅定
不移，對我們在世的使命念念不
忘！

注意安全，永不放棄希望！
黃士交總主教
常年期第30主日，2020年10月25

日。

亚庇黄士交总主教牧函促教友    
坚信不移永不失望应对疫情 

吉隆坡总教区主教署发通告      
森美兰州堂区暂停公开弥撒 

亚庇黄士交总主教。

汶莱沈高略主教受委为枢机。

教廷驻马代办祝贺沈高略       
教宗表达与周边教会团结 

森州淡边的教堂。



这位未来的枢机主教在一次采访中说，
他的任命恰恰表明教宗方济各清楚地看
到总主教区的神父如何努力工作，以帮
助基督教在卡皮斯的发展。
马尼拉（亚洲新闻）- 菲律宾卡皮斯
总主教阿德文库拉是上个主日（10月25
日）由教宗方济各擢升的13位新枢机之
一。
未来的枢机阿德文库拉于1952年3月30
日出生于卡皮斯杜马拉格。他曾罗哈斯
市的圣庇护十世修院学习，并在圣托马
斯大学学习神学。这是菲律宾最古老的

天主教大学。继奥兰多·贝尔特朗·克
韦多、类思·安多尼·塔格莱、高登
西奥·罗萨莱斯、何塞·桑切斯、里卡
多·维达尔、辛海棉、胡里奥•罗萨尔
斯、鲁福·桑托斯之后，他将成为菲律
宾教会历史上的第九位枢机主教。与克
韦多、罗萨尔斯和塔格莱三位枢机主教
一起，他将是第四位在世的枢机主教，
塔格莱枢机现任万民福传部长。在世的
菲律宾枢机主教中，只有阿德文库拉和
塔格莱两位枢机能在未来的教宗选举秘
密会议上投票。

被任命枢机主教的阿德文库拉在接受卡
皮斯总教区埃米尔（Emil Bautista）
神父的采访时表示，他在得知任命消息
的时候，倍感震惊。他对教宗方济各表
示衷心感谢：“我感谢亲爱的天主，也
对教宗赋予我的责任表示感谢。”
他还说，他的任命恰恰表明教宗方济各
清楚地看到总主教区的神父如何努力工
作，以帮助基督教在卡皮斯的发展。
未来的红衣主教于2001年被教宗圣若望
保禄二世任命为圣卡洛斯教区主教。此
外，他也担任过教义委员会和原住民事

务委员会成员。
阿德文库拉总主教发表了对这件人生重
大事件的祈祷，“我的祈祷是感恩的祈
祷，因为亲爱的天主通过我们的圣父

缅甸克钦族的首位主教、曼德勒总教
区格拉文总主教于10月24日安息主
怀，享年81岁。仰光总主教貌波枢机
称格拉文总主教以他的智慧和榜样支
持了教会。
（ 梵 蒂 冈 新 闻 网 ） 缅 甸 克 钦 族 首 位
司 铎 和 主 教 、 曼 德 勒 总 教 区 荣 休
总主教格拉文（Paul Zinghtung 
Grawng）10月24日安息主怀，享年81
岁。他的葬礼已于10月27日在克钦邦
首府密支那举行。
据 《 天 亚 社 》 称 ， 仰 光 总 主 教 貌 波
（Charles Bo）枢机在一封唁电中
称格拉文总主教是“天主赐予克钦族
人 、 天 主 教 徒 和 缅 甸 的 一 份 伟 大 礼
物”，“50年来，他以明智、智慧
和具影响力的榜样支持了教会”。缅
甸主教团秘书长绍尧汉（Saw Yaw 
Han）主教在给密支那和曼德勒的信
徒的唁电中，强调了格拉文总主教不
管在任何情况下，总与他的人民在一
起。
格 拉 文 总 主 教 于 1 9 3 9 年 3 月 2 0 日 出
生，1965年晋铎。1976年4月3日被任
命为密支那主教，2003年被任命为曼
德勒的总主教，他领导曼德勒总教区
直到2014年为止。1982年至1992年，
格拉文总主教担任缅甸主教团主席一
职，他也曾担任过主教团不同委员会
的主席。此外，他也曾是彬乌伦圣若
瑟大修院哲学系主任。

近日，于10月21日在罗马电影展中首映的纪
录片《方济各》(Francesco)在网络上引起轩
然大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即为该
纪录片所展示的，教宗方济各关于“同性民
事结合法”的观点。有媒体错误地将此报导
为教宗支持同性婚姻，引发了人们的种种争
议。为此，亚洲教会纷纷对此发表看法。
据天亚社英文网报道，印度多位主教批评媒
体的不实报道并强调，教宗并未赞同同性
婚姻，教会对此问题的立场也没有改变。
另外，印度主教团主席格拉西亚斯(Oswald 

Gracias)枢机的发言人巴雷特(Nigel Barret)
神父表示，当教宗说到“同性恋者有权利在
家庭中生活”时，这表示同性恋者应该得到
照顾、接受和爱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
以结婚或组建家庭。并且，教宗只提到了民
事结合，这并不是婚姻。
与此同时，本台台湾节目部就记录片《方
济各》中所呈现的观点，采访了台湾地区
主教团秘书长陈科神父。陈科神父解释
道，教宗在记录片中强调，同性恋者也是
天主的子女，他们有权利在家庭中生活。

因此，应该给他们一种与众人共同生活的
法律保护。同时，教宗关心、爱护每一
个人，认为没有一个人应该被排除在人类
大家庭之外。为了使所有弟兄姊妹和平共
处，需要一些法律上的规划。
此外，陈科神父指出，教宗常常提到“共
议精神”，这表示任何有关教义、信仰，
甚至牧灵措施方面的改变都是要经过大家
的共同讨论，才能做出决定。教宗也不会
因为在影片里说的某句话而改变教会的立
场。

成为菲律宾历史上第九位       
阿德文库拉受委枢机主教

曼德勒总教区
格拉文总主教
即缅甸克钦族
首位主教安息

亚洲教会就教宗方济各表述 
有关“同性恋”问题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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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目前疫情的状况下避免人群拥挤，
宗座圣赦院颁布一道法令。圣赦院院长
皮亚琴扎枢机表示：“我们回应了主
教们为满足信友们的需要而提出的请
求。”
（梵蒂冈新闻网）“在目前新冠疫情导
致的意外情况下，今年为已亡信友的全
大赦将延至整个11月，以相应的措施
和条件保证信友们的安全”。为了回应
许多主教面对目前预防传染的诸多限制
情况提出的询问，宗座圣赦院在颁布法
令中作出上述说明。圣赦院院长皮亚琴
扎（Mauro Piacenza）枢机指出，新
法令的新意在于“避免在被禁止的地方
集会”，同时也对病患和长者，以及司
铎在这极困难时期该当履行的义务作了
指示。
皮亚琴扎枢机在与本新闻网的访谈中解
释说，“按照以往的规定，从11月1日
至8日对所有在这期间前去墓地、圣堂
或为亡者祈祷的信友施与全大赦，他们
应诵念《天主经》和《信经》，这八日
祈祷尤其以11月2日最为重要。这是一
般的情况”。新的法令则是考虑到“各
国政府在疫情紧急时期限制集会而作出
的规定” 。
许多主教团的主席询问宗座圣赦院在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皮亚琴扎枢机
说，“纪念亡者在许多地区都很重视，
这尤其藉著参与弥撒和前往墓地扫墓表
达出来。因此，我们考虑到将能够得到
大赦的时间延长，如此一来在整个11
月都能获得这项恩典，而不仅限于前8
天，从而避免拥挤。我们也规定，同
11月2日一样，在11月份的任何一天都
能在圣堂获得大赦，这是新法令的第二
个新意”。
宗座圣赦院的法令也特别谈到病患和长
者的情况，皮亚琴扎枢机解释说：“那
些无法出门的人，例如处在隔离中的人
或患病的人，只要在主耶稣或圣母像前
祈祷就能获得大赦。他们可以诵念纪念

亡者的早晚课、玫瑰经、慈悲串经，也
可以按照各自的传统诵念常用祷文，或
默想为亡者奉献的三台弥撒中的《福
音》章节，同时作出慈悲善功。”
至于新法令中对司铎提出的特别劝勉，
皮亚琴扎枢机表示，“我们邀请司铎尽
可能随时奉命，因为我们追思亡者的最
大财富是弥撒圣祭。本笃十五世1915
年颁布宗座宪令，授予所有司铎特权，
他们可在11月2日举行三台弥撒。我们
勉励他们在这一天的三台弥撒尽可能
都举行，因为弥撒越多，聚集的人群就
会越少，这可能是帮助信友们的一种方
式。司铎们也应慷慨地履行听告解和为
病人送圣体的职责，好让信友们有更多
的机会追念和亲近他们的亡者。总之，
这是帮助他们满足这些诸圣相通的高尚
情愫”。
最后，皮亚琴扎枢机解释了诸圣瞻礼与
追思已亡日之间的联系。他说，这两个

瞻礼“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都
是天主的家庭成员的庆节。在天堂上
有我们熟悉的所有已被册封的圣人，
也有许多我们不知道、但一生都在默
默 无 闻 地 度 基 督 信 仰 生 活 的 人 。 因
此，我们与这些在天乡的亲人、朋友
和邻居一起组成了天主的家庭”。
“诸圣瞻礼具有开放的视野，藉著纪
念亡者和前往墓地，令我们意识到这
种密切的关系。生命并没有因为死亡
而消逝，而是得到了转变。我们与亡
者保持一种联系，一种不再是形体上
的联系，而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因为
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诸圣的相
通中，已到达永生的人能与我们在尘
世 的 人 建 立 一 种 全 然 特 殊 的 关 系 。
因此，我认为这是应当维系另一个要
素，甚至在这种关系有些暗淡的地方
再次予以发扬。”

阿德文库拉受委为枢机。

陈科神父澄清教宗立场。

炼灵月为亡者灵魂祈祷。

宗座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
为亡者的大赦延至炼灵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