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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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间走到了尽头的时候，一
切都成了过去；那时，别无他
法，就只能往后看一切了。由
于我们常把「现在」视为「过
去」的延续和结果，是「过
去」造就了「现在」，但「现
在」却绝不能改变「过去」
；面对这种情景，我们难免悲
伤，也甚感无助。因果绵延，
谁能超脱？圣保禄称这种现世
的现实困境为「肉身」，他
说：「我这个人真不幸呀！谁
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肉身呢？
」（罗七24）；但他立刻惊
叹道：「感谢天主，藉着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25节）
保禄的惊叹说明两个非常重要
的事实：历史时间不是笔直前
进，事事都能妥善掌控的；在
历史时间中确实有无法预测的
成份，那就是天主的临在。天
主的临在给人类历史开启了出
乎意料的惊喜，我们对此无法
先知，只能后觉。然而，在天
主赐给人类的救恩历史中，这
种感悟天主临在的后觉并非绝
望的悔恨，「早知如此，何必
当初」，而是一种预警、一种
末世预言、一个生活的希望和
方向。「末世预言」是圣经中
很特殊的一种文体，它所要强
调的正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但
是，在其叙述过程中，它把全
部时间都向前作了挪移：「未
来」进到了「永恒」，而「现
在」则成了未来事件中的「过
去」。这种「过去」因此是现

在式的，未完成式的；所以，
它不是绝望的悔恨，而是具有
希望的转机。末世预言以「预
警」的方式让我们现在就事先
感悟到「后觉」，好使我们能
够应时作出悔改，归向天主。
保禄的惊叹就是这么一种「后
觉」，一种悔改和得救的「后
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
主，因为藉着基督的圣神，我
们「属于基督」（罗八9），
「我们是天主的子女」（16
节）。这种后觉是一项天主的
恩宠，它让我们还可以及时与
天主圣三共融，以天主子女的
身份体验到天主的临在，不会
为时已晚空悔恨。这种后觉也
是天主的怜爱，因为天主乐意
在我们的历史时间中与我们同
在，罪恶因此没能掌握最后的
决定权，死亡因此也不能是最
后的结局；因为天主是父亲，
永远仁慈，所以在基督内我们
可以永远充满希望！
这主日是礼仪年的最后一个主
日，基督普世君王节，一个充
满希望的庆节。教会给我们选
读《玛窦福音》的公审判，只
有圣史玛窦给我们记述这则
「末世预言」。耶稣向我们宣
布，祂这位人子将在末日以君
王的形象降来，坐在光荣的宝
座上审判「一切民族」（玛廿
五32）。当祂饥饿、口渴、
作客、赤身露体、患病或坐牢
时，那些善待祂的人将承受祝
福，进入永生；而当祂身处这
种困境时，那些忽视祂的人将

被遗弃在外，进入永罚。值得
注意的是：在公审判时，无论
是受赏或受罚的人都向君王问
道：「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
了祢呢？」（玛廿五37，44
）。换句话说，天主的临在并
不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是全
然消声匿迹的，祂就临在于祂
的最小兄弟身上：「凡你们对
我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玛廿五40
）。祂对一切民族作出的审判
更不是武断的，因为祂将如同
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那样，作
出审判。这个牧人君王的图像
明示祂的审判将很公正，因为
祂是善牧，祂认识祂的羊，祂
的羊也认识祂（若十14）。
那么，「一切民族或万民」指
的是我们普遍上认为的全人类
吗？对此，我们需要回顾一
下《玛窦福音》原先写作的对
象：他们是当时的犹太人基
督徒，圣史玛窦直接对他们说
话。「万民」这个词其实是源
自旧约的传统，指的是所有
不被列入天主子民的民族，也
就是非犹太人（参阅：玛廿
四14；廿八19）。这些「万
民」可以得救吗？可以，他们
的得救所凭藉的，就是善待了
基督君王：当祂饥饿时给了祂
吃的，口渴时给了祂喝的，作
客时收留了祂，赤身露体时给
了祂穿的，患病时看顾了祂，
坐牢时去探望了祂。但是，他
们何曾有过这样的机会，可以
如此善待君王呢？君王答说，

他们善待了「祂最小兄弟中的
一个」，就是善待了祂（玛廿
五40）。兄弟是家人，不是
外人；君王的兄弟明显地就是
祂自己的民族，原本天主特选
的子民。而祂的最小兄弟就是
犹太人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在
犹太人当中确实是最弱小、最
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耶稣没有
抛弃原本天主特选的民族，但
祂扩大了天主子民的群体。那
些原本不是天主子民的民族，
只要善待了原本天主子民中最
小的一个，他们就将如同原本
的天主子民那样，能够获得救
恩，也就是成为天主的子民，
天主的新子民。
然而，必须谨记，这些「万
民」并非圣史玛窦原本写作的
对象。玛窦原本是直接对着当
时的犹太人基督徒说话，他们
自认为比「万民」更有福气。
他们确实比较有福气，但他们
也得负起较多的责任。因此，
玛窦说话的原意并非呼吁「万
民」要善待犹太人基督徒，而
是勉励犹太人基督徒要努力作
为「万民」走向成为天主子
民的光和桥梁，好好地按照天
父的旨意生活，真诚地做基督
的最小兄弟，使「万民」因看
见他们的善表而对他们产生好
感，进而也成为基督的门徒，
与他们一同做基督的最小兄
弟。因此，在《玛窦福音》的
最后，圣史玛窦还记述了复活
基督向犹太人基督徒发出的这
一道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

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
名给他们授洗，教训他们遵守
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玛廿
八19-20）。
这些原本基督的最小兄弟，犹
太人基督徒，遵行了基督的命
令，使我们也成了基督的最小
兄弟。我们要感谢他们与我们
分享这份福气，但我们更要感
谢基督的恩宠。我们是天主的
新子民，可以说是基督更小的
最小兄弟；但天主仍是我们的
父亲！我们现在同样蒙召做「
世界的光，在人前照耀，好使
他们看见我们的善行，光耀我
们在天之父」（玛五14，16
）。既然基督赐给了我们如
此仁慈宽宏的恩宠，我们理当
要更努力地回应基督君王的召
唤，履行福传的使命，负起做
「普世万民」走向成为天主子
民的光和桥梁，使全世界认识
基督是普世的君王，天主是我
们的父亲。
最后，让我们祈求基督君王
再 赐 给 我 们 敏 捷 警 醒 的 恩
宠，使我们和普世万民都感
悟到悔改和得救的「后觉」
，应时改正「过去」，并以
谦卑的勇气归向天主父。让
我们也祈求基督君王使我们
和普世万民都成为祂的羊，
在末日审判时可以一同喜乐
地承受天父从创世以来就给
我们大家预备了的国度，没
有一人会被遗弃在外。    阿
们。
梵蒂冈电台～ 张德福神父 ～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11月18日

我們紀念的不是聖殿，而是那二位聖
人，留在這二座聖殿的精神。沒有這二
位聖人，這聖殿何來聖，它只不過是一
個建築物。但如果這兩個人，沒有活出
了信仰的生命，這二人的生命不是建築
在基督的磐石上，這二座大殿的基石如
果不是耶穌基督，那麽這二座大殿，也
就不會是聖殿。世上有那麽多的建築，
有那麽多的大殿，爲何有些事聖的，被
紀念的，即使那也僅存留著一磚一瓦，
也被懷念的，被紀念著，因爲這裏我們
思念著一個奉獻的生命，一個感動靈魂
生命的故事。
我每次囘老家，如果這個地方，不是有
著我生命的賜予，有著我生命的回憶，
有我生命的感動，那麽這也不過是許多
地方中的其中一個地方，它能成爲我的
家，成爲我留念的地方，成爲我聖潔之
所，一定是我的生命曾停留在這裏。我
的生命的靈魂在這裏獲得了歸屬。每一

次回來，都能讓我獲得安息和平安。
以前有個地方叫做家；現在有個地方叫
做主的家，有個主的家叫教會，每個教
會都是我們的家，我們到處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家，進入教會，就覺得有回家的
溫暖和保護。是的，是這二位聖人，將
基督介紹了給每個人，將信仰給了每一
個人，將主的愛給了每一個人。沒有
聖伯多禄和聖保祿二位的召喚，我們可
能還是陌生的鄰居。今天我們能成爲
弟兄姐妹，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卻是比
血緣關係更加的親密。二位聖人因著主
耶穌，能跨越成見，跨越文化，跨越膚
色，跨越身份與地位，跨越血緣關係，
今天教會藉著這二座聖殿，提醒著我
們，我們都是一家人。主内的一家人。
教會總是將他們二人安排一起，這是美
好的安排，這表示著基督的國，該是

如此，不再是屬於猶太人的，主基督是
為我們每個人降來人間。因爲他們二人
獲得的啓示與恩寵，我們今天這些外邦
人，才能互相稱爲弟兄姐妹。
每次紀念這二座聖殿日，也就是紀
念著基督徒生命的奉獻日。告訴了
你我，我們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自
己，而是彼此奉獻的生命。這就是爲
何我們常將這二位聖人一起慶祝的原
因。他們是基督徒生命的美好象徵：
合一，共融，一個生命的成全，就是
我們彼此雖然不同，但能藉著基督，
偕同基督，在基督内，聯合聖神，而
讓這個世界的生命，能合而爲一。
我們的信仰，是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我們的信仰，知道一切都在基督内，
人所以成聖，因爲那是主在我們生
命；我們有聖殿，因爲那裏有主的臨

在。所以聖殿，紀念著那麽多的聖
人，對我們而言，不是崇拜偶像，只
是提醒著我們，天主要我們都能參與
祂的救贖工程。
聖人也好，聖殿也罷，那是我們愛的
地方，奉獻生命的地方，在那裏如果
沒有主耶穌，沒有愛，沒有奉獻生
命，人類在生命的海洋上，將會是處
在風險中，在波濤駭浪中，沉淪；時
時在害怕中，沉沒！沒有了救贖的諾
厄方舟。
今天這二座聖殿，讓我們許許多多不
同的人，能在一起，在汪洋中，不分
彼此，這就是基督的精神。這個精神
不能被毀滅。今天這二位的聖人聖殿
的奉獻日，讓我們不要再分誰是保祿
的，誰是伯多祿的，我們都是基督
的，在同一給方舟上。

基督普世君王节：基督更小的最小兄弟
我们要更努力回应基督君王的召唤

圣伯多禄与圣保禄奉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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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在公开接见的要理讲
授中，省思了圣母玛利亚的祈祷
方式。她谦卑地向天主说：“上
主，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承
行祢的旨意”。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1
月18日上午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
动，由于疫情，这项活动在宗座
大楼的图书馆以线上直播的方式
举行。教宗在当天的要理讲授中
以 “童贞玛利亚，祈祷的女性”
为主题，强调我们在祈祷中应秉
持随时奉命的态度，向天主的旨
意敞开心门，对待自己的生命不
自以为是，而是将它交在上主手
里，如同圣母那样。
教宗指出，玛利亚“与那些内心
谦卑的人为伍，属于史家们没有
记载的那一大群人，但天主却藉
著他们准备了祂圣子的降临”
。玛利亚是一个与上主交谈的少
女，虽然还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
的惊涛骇浪。她有时似乎“消失
不见，但在关键时刻再次出现”
。天主的声音引领她的步伐，哪
里有需要，就有她的临在，在十

字架下的时刻就是一例。
玛利亚以她“虽渺小却无限浩
瀚”的“我在这里”使整个受造
界因这喜悦而跳动，为救恩史上
许多其它的“我在这里”，以及
许多以信赖之情顺从上主旨意的
人成了先驱。教宗勉励今天的
基督徒也应以这种开放的态度
祈祷，即“上主，无论何时、何
地，我都愿承行祢的旨意”。教
宗说，这些内心谦卑的人“不因
每日充满问题而发怒，而是面对
现实，知道在各种境遇中透过谦
卑和奉献的爱，我们就能成为天
主恩宠的工具”。

教宗继续表示，“祈祷能平息焦
虑”。“我们焦虑不安，总是有
所要求，而且愿意马上得到，生
活却不是如此。这种不安对我们
有害，祈祷却能平息焦虑，将它
转化为随遇而安。我若不安，就
该祈祷。祈祷敞开我的心扉，使
我乐于承行天主的旨意”。在天
使报喜的瞬间，玛利亚晓得击退
恐惧，即使预感到她的“是”将
会带来“极严厉的考验”。
教宗强调，“如果我们在祈祷中
懂得，天主恩赐的每一天都是一

次召叫，那么我们的心胸就会变
得宽阔，就会接纳一切”。因
此，我们应学会说：“上主，我
要承行祢的旨意。只求祢答应
我，在我走出每一步时都有祢的
临在。”我们应祈求上主，不要
让我们孤独无助，不要让我们陷
于诱惑和凶恶，这是《天主经》
结尾的一句祈祷文，是耶稣教导
我们的祈祷。
教宗继续表示，玛利亚也陪伴著
教会的生活，她与门徒们一起
祈祷，因圣神的工程成为天主
之母，成了“教会之母”。玛
利亚“没有做他们的司铎”，而
是“作为团体的一员，在团体中
与他们一起祈祷”。她“在与新
生的教会一起祈祷中成了教会之
母，在教会最初的行程中陪伴门
徒们”，她的祈祷是“静默的”
。
此外，在福音记述的加纳婚宴
中，玛利亚向圣子提出了请求。
教宗说，她的临在总是祈祷，在
晚餐厅中也如此。玛利亚之所以
临在，因为她是“首位门徒”，

正因为如此，她总是劝勉人按照
耶稣的指示去做，而不说“我自
己会处理这些事”。
玛利亚的“女性直觉藉著祈祷在
与天主极非凡的结合中受到了举
扬”。教宗省思福音记述的这句
话：“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默存在
自己心中，反复思想”（路二19
）。教宗说，玛利亚将所发生的
一切默存心中，这包括喜悦的时
日和最黑暗的时刻，以及她感到
费解，不知哪条是通往救恩的道
路。直到耶稣受苦难的时刻，她
也如此。
教宗最后总结道，圣母玛利亚将
一切默存心中，在与天主的交谈
中将之和盘托出。有人将圣母的
心比作一颗灿烂无比的珍珠，那
是她透过祈祷默想耶稣的奥迹、
接纳天主的旨意，耐心打磨出来
的一颗心。“要是我们能些许相
似我们的母亲，那该是多么美好
啊！那是向天主圣言开放的心、
静默和服从的心、懂得接纳天主
圣言的心，这颗心让圣言藉著教
会圣善的种子得以成长”。

今年第四届世界穷人日于11月15
日举行，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
大殿主持弥撒，指出基督徒不可
只限于遵守规诫，却不肯冒险为
他人服务。在临近圣诞节之际，
我们该询问自己能给予什么，而
非要为自己买什么。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1
月15日常年期第卅三主日上午在
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当天也
是第四届世界穷人日，百余位世
界穷人的代表在场出席。教宗在
弥撒讲道中指出，基督徒不可谨
小慎微，只限于遵守规诫，却不
肯冒险为他人服务。相反地，应
像忠信的仆人那样勇于冒险。
弥撒福音中记述了耶稣讲的“塔
冷通的比喻”，家主在远行前将
自己的财产托付给他的仆人，要
他们用以赚取更多的利息（玛
廿五14-30）。教宗表示，这个
比喻蕴含著一个使我们终生受用
的训诲。家主拥有一笔巨大的财
产，他没有为自己保留，而是
按照仆人的能力交给他们。教宗
说，“对我们来说，一切也都始
于天主赐予的恩宠”，始于天
主“放在我们手中的恩典”。
“我们是携带巨大财富的人，这
不取决于我们拥有多少，而是因
为我们的所是：我们领受了天主
赐予的生命、祂在我们内注入了
善以及不可磨灭的美，因为我们
是祂的肖像，我们每个人在祂眼
里都是宝贵的，都是历史上独一
无二和不可取代的！”
可是，“在我们注视自己生命
时，经常只看到我们欠缺的部

分。于是，我们就屈服于‘要是
如此就好了’的诱惑：要是我有
那份工作就好了，要是我有那座
房子、有那些钱和成就就好了，
要是我没有那个问题、要是我周
围有更好的人就好了！”
教宗说，以这种方式思考，看不
到我们自己拥有的善和天主赐予
我们的恩典。天主信任我们，希
望我们每个人善用所领受的恩典
在当下行善，而非在毒害心灵且
无益处的思念中将它失去，这种
思念让我们总是盯住他人，看不
到上主留给我们运作的机会。
那让塔冷通赚得利息的是“仆人
的作为”，即“服务”。教宗解
释道，服务“赋予生命意义”，
那么，服务的形态是什么？
 “在福音中，善仆是那些勇于
冒险的人。他们不是小心翼翼和
考虑周全的人，不把所领受的收
藏起来，而是予以善用。因为善

若不投资，就会失去；衡量我们
生命的尺度不在于我们存放了多
少，而是我们结出了多少果实。
多少人一生只是积蓄，思念过好
生活胜于行善。但追求所需却不
关注那些有需要的人，这种生活
是多么的空虚！ 如果我们领受了
恩典，就应赠送出去。”
在这个比喻中，仆人的忠信在于
能够勇于冒险，因为对天主的忠
信意味著让自己的生命因服务的
需求而操劳。教宗继续表示，“
若基督徒把牌压在防守上，只在
遵守教规和诫命时才出击，这很
悲哀”。在基督徒的生活中，
只是不犯错还不够，这种生活缺
乏“主动性和创造性”。丝毫不
作恶，却将所领受的恩典埋藏起
来，这还不够，因为这行径如同
耶稣所斥责的可恶懒惰的仆人的
所为。

教宗公开接见：省思圣母祈祷方式
向天主敞开心门祈祷平息焦虑

教会于11月15日举行第四届世
界穷人日。当天，教宗方济各
在三钟经祈祷活动结束之际，
把目光转向世界上饱受战争和
天灾之苦的受害者，尤其是最
需要援助的人。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
于11月15日第四届世界穷人日
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广场
上的信众诵念三钟经。讲解了
主日福音中有关塔冷通的比喻
之后，教宗再次提起本届世界
穷人日的主题「向穷人伸手施
惠」（参阅：德七36），念及
世界上饱受战争和天灾之苦的
人。教宗提起最近几周遭到台
风肆虐的菲律宾，并向该国人
民表达由衷关怀，慰问一无所
有的人和救难人员。
教宗说：「我以祈祷关切菲律
宾人民。由于强烈台风造成的
损坏，尤其是洪水，他们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我向最贫困又
暴露于这些灾难的家庭表达关
怀之情，并支持所有不遗余力
救援这些家庭的人。」
当天适逢科特迪瓦的国家和平
日，教宗也把目光转向这个不
幸处于「社会和政治紧张」之
下的国家。这些紧张先前造成
了许多人失去生命。为此，教
宗强烈鼓励该国和国际人士为
国家福祉而采取行动。教宗表

示：「我也祈愿上主恩赐国家
和谐，并敦促那可爱国家的所
有儿女负责任地合作，以促成
和解与祥和共处。我特别勉励
各位从政人士重建互信与对话
的气氛，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
来捍卫并促进公益。」
在辞别广场上的信众之前，教宗
邀请众人谨记当天教会再三叮
嘱的声音：「你要向穷人伸手施
惠，为什么呢？你可知，穷人就
是基督。」这便是教宗当天在念
经前的讲话中反复重申的要点。
念经前，教宗阐述了塔冷通的比
喻，称之为给所有人，尤其是给
基督徒的教导。天主在每个人的
生命之初便托付给人人不同的财
富，这塔冷通应当多加善用，不
可把它藏起来，如同比喻中第三
个仆人的行径那样。教宗强调，
很多人也有这第三个仆人的态
度。
教宗说：「他在捍卫自己的懒惰
时，指控主人『刻薄』。这种习
惯我们也有：我们时常在保护自
己时，谴责他人。然而，别人没
有过错：错误在于我们，过失在
于我们。这个仆人谴责他人、谴
责主人，来为自己做辩护。我们
也常做出同样的事。于是，主
人痛斥这仆人，称他『可恶又懒
惰』；主人夺走了这仆人的塔冷
通，并且把他赶出家门。」

宗座社会科学院主席扎马尼接受
本新闻网采访，介绍「方济各的
经济」国际会议。在教宗方济各
的推动下，本活动于11月19日展
开，目的在于指出一条迈向社会
与经济革新的道路。
（梵蒂冈新闻网）宗座社会科
学院主席、经济学教授扎马尼
（Stefano Zamagni）介绍「方济
各的经济」国际会议，称之为「
在两千多年教会生活中的一项独
特活动」。这会议由教宗方济各
所推动，旨在向世人展示务必在

金融和社会方面启动全球性改变
的进程。本次会议将于11月19日至
21日在线上举行，预计将有两千多
名青年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与会，
一同探讨劳动、伦理、金融和人
工智能的课题。
在会议开幕以前，宗座社会科
学院主席扎马尼接受本新闻网采

访。他谈及在这为期三天的会议
中将会浮现的提议，说道：「主
要的提议是追本溯源。市场经济
于15至16世纪那段人文主义荟萃的
年代里，在意大利托斯卡尼起源
自方济各会的思潮。正是方济各
会士开创了市场经济，其目的在
于公众利益。然而，从17世纪开

始，市场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的一
种型态，它的目的有所转变，不
再著眼于公众利益，而是改为『
整体利益』。因此，凸显这种思
想扭曲所造成的影响，乃是一大
目标。这必须从文化著手：倘若
在我们的大学、研究场所内，我
们继续只研究18世纪盛行的政治经
济学模型，而且忽略那发源于15世
纪的民间经济，我们就绝对走不
出来。」
此外，扎马尼表示，本次会议还将
提议「改变企业内部的组织」。他

解释道：「我们不能继续依赖著科
学管理的工作组织，因为科学管理
虽然曾经在纯粹的科技和经济方面
取得重大成效，今天却成了一大绊
脚石，阻碍人们实践若望保禄二世
所说的『体面工作』。圣教宗的美
好理念是：工作不该只讲求精确，
还必须体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意
思是工作不可羞辱人：我可以聘雇
你、支付优渥的薪资，但不可以羞
辱你。这是今天时常发生的情况。
什么叫做羞辱呢？就是不允许一个
人发挥他与生俱来的潜能。」

宗座社会科学院主席：革新的道路
重新发现方济各的民间经济

教宗主持世界穷人日弥撒
需要爱的勇气为穷人投资

教宗公开接见作要理讲授。

教宗三钟经：关怀灾难家庭
愿菲律宾等国救灾救难顺利

教宗主持世界穷人日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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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讯）亚庇总主教黄士交
促请总教区的教友，尽可能到
教堂，参加获准即时恢复举行
的公开弥撒。他们不应太依赖
直播的线上弥撒。
总主教说，将临期即将开始，
让我们准备迎接世界的救主进
入我们的心灵和家庭。
总主教日前发表的通告如下：
主内兄弟姐妹，
祝你们平安！
政 府 剛 剛 透 過 国 安 会

（MKN）網站宣布，允許所
有宗教场所即時恢復服務。
无论如何标准作业指南指出，
出席人数僅能佔用教堂三分
之一的容量。12歲以下的兒
童，70歲以上的长者以及移
民的出席则没被提到。但是
我們被告知，這由我們自行决
定。国安会僅建議易受感染群
體在参与礼仪时，最好坐在
特定區域。我建議我們遵循之
前的标准作业程序，即是不應

將12歲及以下的兒童帶入教
堂，而70歲以上的長者和移
民被允許入堂参舆彌撒。
同時，所有堂區受促為教堂
重新開放作好準備。 像以前
一樣，堂區衛生團隊必須確
保教友嚴格遵守标准作业程
序，並在使用教堂後進行消
毒。
鑑於我們現在可以实体举行
弥撒了，我敦促所有天主教
徒尽量去教堂，不要太依賴

直播线上弥撒了。
我們即將開始进入将臨期。
讓我們準備迎接世界的救主
進入我們的心靈和家庭。讓
我們繼續求助於祂，免于新
冠肺炎的威胁，並為這大流
行病早日受到控制祈禱。隨
后将附上“2020年将临期一
起诵唸玫瑰经”的格式，鼓
勵大家在将臨節以玫瑰经爲
所述意向祈祷。
祝您們将临期蒙恩！

黄士交总主教促勿依赖线上直播
教友须尽量到教堂参加弥撒

（亚庇讯）亚庇圣心主教座堂
通過10月23日開始至31日为止，
为伊丽莎白女皇医院的前线医
护人員，繼續筹集第二轮善
款，提供物资。在堂區人類發
展委員會的协调下，該捐贈活
動已籌集到三万四千五百三十
令吉。
第一批的捐贈（主要是乾糧）
已由圣心座堂和無染原罪圣母

堂於10月24日交給中央医院的
醫護人員。第二輪捐贈，包括
三十九箱乾糧，二十五個暖水
壶和二十五个電线延長插座及
一些灵修讀品，则於11月5日，
由副本堂剌世神父（Fr Russell 
Lawrine）在堂區人類發展委員
會成員見證下，交予前线人員
代表。移交后， 剌世神父给予
医护人員特别降福。

醫務人員所要求的物品，除了
给醫務人員提供食品外，還擴
大及在里卡士體育館隔离中
心、甘拜园兵南邦文化中心、
亞庇综合诊所、玛拉技术研究
所各個檢疫中心和红屋的患者。
對前线醫务人員的支持將一直
持續到所有資金被充分利用為
止。堂區或分堂人类委员会将
在聖心座堂及无玷聖母堂面子
书及布告栏發佈最新消息。
堂區/分堂非常感激所有慷慨
捐助者，為辛勤工作的前線人
員和隔離中的患者加 油。（ 
Catherine Wan 译文）

沙亚庇主教座堂继续支持
为前线医务人员提供物资

（吉隆坡讯）最近马来西亚国
内新冠疫情新增病例连续5天保
持三位数之后，11月13日回升
至四位数，报1304宗，其中巴
生谷通报567宗，与早一天的
224宗相比增加2.5倍。
11月14日，全国病例延续四位
数，报1114宗。森美兰病例攀
升，通报371宗，紧排在最多
病例的沙巴之后。但巴生谷和
森美兰联合起来，病例已经超
越沙巴，成为新冠病毒的重灾
区。
一路来，沙巴疫情都领先，住
在大马半岛的巴生谷的人民，
以为疫情还算遥远，我们不必
太担心，不过，除森美兰的疫
情转坏之外，巴生谷地区的雪
州和吉隆坡，疫情日趋恶化，
而且这些地区多工厂与工地，
外来移工众多，同住在工人宿
舍，疫情蔓延的危险性很高，
实在令人扼把冷汗。
果不期然，11月15日全国新增
的1208宗冠病病例中，吉隆坡
共录得469宗病例，而超越沙
巴，攀升至第一位。
加影车站簇群病例激增
较早前，令巴生谷感到如雪上
加霜的，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毗邻吉隆坡的加影车站簇群截
至11月12日的24小时内，总共

新增了164宗确诊。目前，该簇
群共累计了662宗病例。
政府为应对疫情的恶化而采
取所谓的“有条件行动管制
令“CMCO，各种限制几至
半封城状态，文员在家办公、
学校完全停课、餐馆生意限顾
客、聚众活动被禁或限制，教
堂的弥撒或礼拜都喊停，以及
限制跨县或跨州活动等等，对
人民的生活影响大，经济深受
打击，商家叫苦连天，关店与
倒闭的业者，比比皆是。
政府为此推出拯救配套，但杯
水车薪。许多没有收入的人
民，难免一家挨饿。现在要让
部分员工提出公积金，暂度难
关，却是有如饮鸩止渴，把他
们未来的退休生活置于险境。
有条件管制令要所有的学校停
课，使学生们在今年的实施防
控情况下，丧失掉半年的上
课时间，虽然也有举行线上上
课，但据查有许多家庭并不具
备电脑或网络的设备，打击学
生的学业至大。
总之，此次的疫情和政府实施
的应对策略，已经使许多人坐
困愁城，生活深受影响，也影
响了无数人的健康，让许多有
为的人，白白浪费掉整年的时
间。 医护人員与人类发展委员代表合影。

（吉隆坡讯）西马半岛牧民
团选定2021年的牧民主题为“
望德”，因为在今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的肆虐下，影响民生至
巨，人民在这样的日子最需要
的，莫过于“望德”。

西马半岛牧民团主席米兰达
神父，于公布2021年的牧民
主题，在致给总主教/主教、
神父、执事、修女和修士的信
函中说，在新冠肺炎笼罩下的
日子，我们需要寻找和施予望
德。望德也是我们的信仰三

德，另两样是信德与爱德。这
关系我们的信仰天主以及爱我
们的邻居。

米兰达神父说，牧民团选定
的主题望德：相信、活现及施
予，其目的是要促使及引导一
个人关注他/她和上主、自己和
邻居的关系，然后视时间迹象
的情况，作出回应。我们相信
望德的天主，将会协助我们生
活在希望中，也赐予我们的邻
居希望；这样，将为我自己和
他人带来治愈。

神父又说，我们在开会讨论
中，除了望德之外，也有谈及
马来西亚于1970年颁布的国家
五大原则，这五大原则成为了
各阶层达致和谐与和平的方
针。最近的日子，五大原则举
行了很多的讨论。因此，牧民
团觉得，五大原则的元素也应
该反映在2021年牧民的总主题
和月份小主题中。

按国家原则的五大信条是：
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
法；遵崇法治和培养德行。

西马半岛牧民团因疫情选定 
2021年牧民主题“望德” 

坐困愁城看新冠肺炎疫情       
巴生谷确诊飙升全国首位 

巴生谷医院已经增加病人床位。

主题是望德：相信、活现及施予
全年12个月的事项和月份小主题如下：
一月 圣言主日，圣言成了血肉；
二月 世界和谐周，多元性中的守望相助；
三月 国际妇女节，点燃平等；
四月 复活期，提升望德；
五月 国际家庭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六月 丰收节 / 达雅节，跨越文化界限；

七月 世界反人口贩卖日，发言，护卫受压迫
者；
八月 圣母蒙召升天节，玛利亚，希望之母；
九月 世界关怀受造界日，宇宙万物颂主名；
十月 传教主日，划向深处；
十一月 世界穷人日，穷人：教会的宝藏；
十二月 圣诞期，不要害怕。我给你们带来大喜
讯。

2021年西马半岛牧民主题及月份小主题
THEME ：Hope: Believe, Live and Give



汶莱新枢机以教育、友谊、生
活，以及与其他宗教信仰者的生
活对话为基础，描述了他的教会
及使命。“我们不能忘记亚洲人
民对天主的渴望。”
汶莱.达鲁萨兰国（亚洲新闻）- 
一个“隐藏”、“不喧闹”，
小如“菲亚特500”但活跃的教
会，且主要通过学校和帮助移民
来进行其传教使命。汶莱新枢机
沈高尔内略（Cornelius Sim）主
教通过Zoom接受《亚洲新闻》
的采访，并描绘了汶莱教会的景
象。尽管这是东南亚最小的教会
之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教宗方济各将于11月28日特别
擢升沈高略主教为新枢机。可惜
的是，由于Covid-19封锁的原
因，新任枢机无法莅临罗马参加
典礼。
在采访中，枢机主教谈到了他的
教堂，一个无法与雄伟的米兰
大教堂相比的“仓库”，但也是
一个真正的教堂，信友在这里

祈祷、唱歌、庆祝。这1.6万名
天主教徒通过其生活的简朴和纯
粹，向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穆斯
林、佛教徒、无神论者等等）传
达对基督的信德，不是强加于他
们，而是通过友谊。他说，“我
们不能忘记亚洲人民对天主的
渴望。”以下是达鲁萨兰国（汶
莱）宗座代牧，沈枢机的全部采
访内容。
他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隐藏的
郊区教会。有时，在历史上会谈
论中国、日本（18世纪）、韩国
（19世纪）隐藏的教会。或许我
们并不是真正的“隐藏”，但我
们仍然不是“嘈杂的”，我们不
是一个“喧闹的教会”。
我们是一个少数群体教会，因
此，我们谨慎行事。这并不是
因为我们受到歧视...就像在家庭
聚会中一样，小孩不应该说太多
话；父母需要说话。我们亦是如
此。我们很小，所以我们接受自
己的角色：如果需要洗碗，我们

就去洗；如果需要我们扫地，那
我们就去做；我们会做人们需要
我们做的。
我们的教会有三个小堂区和一个
传教站。我们也有几个与堂区
相关的学校。我们大部分的社交
传教工作都是通过90年代创建的
学校进行。学校是我们存在的起
点。更是教会的基础。教会其
实从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存在，
正是因为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一位
神父传教使命的Antonio Riva神
父；纳闽岛传教使命的依纳爵神
父，但3-4年后他们就被派去香
港了，而他们的努力并为取得很
大的成效，一直到1920年，米尔
希尔传教士从沙巴州来到此处。
传教士开办了一所小型学校。我
的祖父是最早一批领洗的人，也
是国内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
因此，教会一直积极参与学校教
育，这不是一种党派教育，而是
开放的：70％以上的学生是非天
主教徒。还有穆斯林、佛教徒、

不同信仰的人或没有信仰的人。
我们的学校以质量着称。我们学
校的老师专业水平很高。老师有
本地人，但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老师：他们分别来自马来西亚、
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
我们是东盟10国中最小的教会。

也许只有老挝的教会像我们的教
会一样小。我们有约1.6万名信
徒。以前人数更多，但由于经济
危机，许多人都出国了。每场主
日弥撒都有3-4千人参加。
但是，文莱也是一个富裕的郊
区...

迪米卡（信仰通讯社）—印度尼西
亚巴布亚省天主教会组织协会、社
团等致函联合国，要求联合国人权
事务委员会参与调查巴布亚省迪米
卡教区二十八岁传教员迪高在印尼
军警联合行动中被杀事件。二O二
O年十月二十六日，印尼军警在迪
米卡地区发起联合军事行动，传教
员迪高被杀。教会运动组织强调，
迪高是被法外行刑的。
致联合国的信中，教会组织表示，
联合国参与有助于加速独立调查，
为迪高伸张正义。事实上，雅加达
政府在调查中不作为，还没有找到
行凶的人。
日前，教会代表与雅加达政府
政治、司法和安全事务部部长会
晤。印尼主教团主席，雅加达总
主教区总主教苏哈约枢机等教会
领导人充分表达了对国内暴力激

增的严重忧虑。强调军人干预巴
布亚的军事行动只加剧了人民的
紧张情绪，而解决分歧的正确道
路是对话。
迪米卡教区宗座署理库阿约神父
向本社指出，“迪高遇害并不是
第一起天主教会成员被杀事件。
十月七日，传教员杜维道也是被
军警杀害的。我们担心情况继续
恶化”。事实上，巴布亚的天主
教徒被指责成是分离势力武装组
织成员或者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
成员。但地方教会严正驳斥了上
述说法。
地方基督信仰团体表示，近期发
生的两起基督教领导人遇害事件
还有待调查：九月十九日新教牧
师扎南巴尼被军人枪杀。几天后
的二十二日，另一位新教牧师德
杰被杀。

马尼拉（信仰通讯社）—菲律宾
主教团青年牧灵委员会主席莱克
斯∙安德烈囘阿拉孔主教向本
社表示，“早婚是令人痛心的
现象，是非人的、是对少女的剥
削和侵犯。我们支持立法禁止早
婚，充分肯定议会及时通过这一
议案”。今年三月，参议院通过
了禁止早婚议案。即在菲律宾全

国禁止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结
婚，男女平等。十一月九日，获
得了参众两院的最后批准。
阿拉孔主教继续表示，“我非常
高兴地注意到了立法者们致力于
保护孩子的尊严。社会要保护群
体中的弱小，不要让他们受到剥
削”。“法律是维护婚姻和家
庭神圣性的方式”，“婚姻和一

个家庭的教育是严肃的责任”
；“也是一个社会真正发展与
和谐的必不可少的必要因素”。

女参议员罗萨表示，菲律宾在全
世界十八岁以下早婚国家中排名

第十二位。而其结果则是未成年
的少年为人母，给她们的健康和
孩子的生存遭到了负面的影响。
这些少女被迫中断学业，有的甚
至只有十岁到十一岁。
爱尔兰籍传教士，常年致力于维
护菲律宾少年儿童权益的柯兰神
父更尖锐地指出了菲律宾特有
的令人担心的现象。“许多情
况下，早婚其实是为了掩盖娈童
癖。少女沦为性奴，遭到成年人
的侵犯。有勇气的揭露性侵未成
年人的人不多，这些所谓的婚姻
就是为了掩盖罪行的。我们希望
新法规有利于铲除这一毒瘤”。

沈高略枢机：汶莱教会很小但活跃       
不能忘记亚洲人民渴望天主

军人就传教员被杀展开调查
印尼协会社团致函联合国

推动菲律宾社会真正发展 
主教盛赞立法禁止早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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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塔克布巴内什瓦总教区的若
望.巴尔瓦总主教  与仁爱会传教
修女会，在当地庆祝这一天。他
说：「对于我们最后、最小和最
迷失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特殊
的日子。」今天的主题是「向穷
人伸出援手」。
孟买（亚洲新闻）– 印度克
塔克布巴内什瓦尔（Cuttack 
Bhubaneshwar）的总主教若望
巴瓦（John Barwa）在布巴内
斯瓦尔与仁爱会传教修女会的成
员，一起度过了「世界贫困日」
。
他解释说：「德兰修女伸手为穷
人中最贫穷的人服务。我与德兰
修女创办修会的成员一起与穷人
中最穷的人、穷困的人、孤独的
人和边缘化的人，一起庆祝了『
世界穷人日』。」
总主教对《亚洲新闻》说:「奥
里萨邦本身就是一个贫穷的地
方，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是在其他
邦工作的移民。封锁后，他们返
回奥里萨邦，一无所获。」
「返回的移徙工人面临贫困和饥
饿、经济困难和失业。对于我们
最后、最少、迷失的人民来说，
这是特殊的一天。」
今天的主题是「向穷人伸出援
手」。怀着这样的思想，布巴内
斯瓦尔的慈善传教士向穷人中最
贫穷的人、边缘化的人和不受欢
迎的人伸出了双手。
德兰修女修女是为穷人服务的传
教士，不会歧视种姓或信条。后
者包括无家可归的老年妇女，其

中许多人患有精神病，但是在
这里，由于德兰修女的修女们，
她们感受到了耶稣的同情心和爱
心。
在世界穷人日，「总主教若望·
巴瓦来到了德兰修女故居探望传
教士」。我们进行了特殊的祈祷
（其中大多数不是基督徒），随
后举行了小型庆祝活动和节日晚
宴。」仁爱会传教修女会会长兰
基拿.凯尔凯塔修女告诉《亚洲
新闻》。
「我们共有130位传教士在这
区，而在德兰修女之家，有12个
修女，她们与助手照顾80名贫困
的老年妇女。今天，我们与总主
教若望·巴尔瓦一起庆祝了世界
穷人日。每个人都很高兴。」

「德兰修女曾经说过：『我们需
要认识到，贫困不仅包括以面包
抵住饥饿，更是人类尊严的巨大
饥饿。我们需要爱，并成为别人
的人。』」
教宗方济各日前在罗马举行的「
世界贫困日」弥撒说：「我们有
时认为，基督徒意味着没有伤
害。不伤害是好的。但是不做好
就是不好。」
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做好
事，超越自我，看看，看看需要
更多帮助的人。即使在我们城市
的心脏地带，饥饿也是如此。很
多次，我们陷入冷漠的心态：穷
人在那里，而我们却视而不见。
向穷人伸出手；他们是基督。」

候任枢机沈高略会见教宗旧照。

菲主教盛赞立法禁止早婚。

总主教巴瓦与修女合照。

巴瓦总主教与仁爱会传教士
一起度过「世界穷人日」

传教员在军警行动中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