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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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教会在这主日开始新的礼仪
年，吁请我们更新自己，积极准
备庆祝救主耶稣诞生的节日，同
时也警醒准备迎接祂光荣的再次
来临。祂曾在白冷城卑微的人类
境况中诞生，祂还要光荣地与众
天使一同降来，但无论是出生卑
微的耶稣或是光荣降来的耶稣仍
是同一位耶稣，无限爱我们的耶
稣。祂是我们信德的凭藉，也是
我们希望的对象；因此，我们只
须对祂忠诚信实，不必害怕！
在这礼仪年的将临期，我们要聆
听和默想四篇福音。这主日的福
音勉励我们要醒寤守望耶稣这个
生活目标，全神专注于耶稣这个
生命方向。接下来的两个主日，
我们要用心留意洗者若翰的「旷
野呼声」。他向我们宣讲悔改
的洗礼，使我们转向天主；他也
向我们作证耶稣将带给我们圣
神的洗礼，使我们领受天主满盈
的恩宠。将临期最后一个主日，
我们要注视真正满盈天主恩宠的
人——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
他们是最亲近耶稣的人，是他们
最先勇敢和谦卑地接纳圣神的引
领，让圣神在他们的生命中施展
作为。我们所有人都因他们的勇
气，而得以享受天主恩宠在他们
身上结出的果实。
将临期实在是一个记忆与等待
的时期，在记忆中重温耶稣的事
迹，在等待中盼望耶稣的绝妙作

为，并把这记忆和等待化为此时
此刻警醒生活的力量。珍惜记忆
的人是有情义的人，有根基，忠
信；懂得等待的人是有希望的
人，能吃苦，踏实。这两个素质
正是基督徒的品格和德行，至少
是福音教导我们的品格和德行。
在这主日的福音中，这教导尤为
粲然显著。
主日福音事实上记载了耶稣的两
个比喻，圣史马尔谷把它们缩短
并归纳为一个。第一个比喻是：
「正如一个远行的人，离开自
己的家时，把权柄交给自己的仆
人，每人有每人的工作；又嘱
咐看门的须要醒寤」（谷十三34
）。这个比喻所强调的是忠信。
第二个比喻是：「所以，你们
要醒寤，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
什么时候回来：或许傍晚，或
许夜半，或许鸡叫时，或许清
晨」（35节）。这里所强调的是
警醒、踏实的态度，不可心存侥
幸。
明显地，把财产交给仆人代管而
去远行的人（34节）和晚间要回
来的家主（35节）并不是同一个
人。去远行的人通常不会突然
间，事先毫无通报下在晚间回
来。晚间要回来的家主只是去参
加婚宴；他肯定会在晚间回来，
只是不知道确切的时间而已。这
两个比喻在《玛窦福音》和《路
加福音》分别有更详细的叙述（
第一个比喻：玛廿五14-30「塔

冷通的比喻」；第二个比喻：路
十二36-38「醒寤的劝言」）。
第一个比喻所强调的是忠信，一
如《玛窦福音》中塔冷通的比喻
那样（玛廿五14-30），忠信在
此不是一种情感或善意，而是一
种实际的行动和努力。忠信是
当主人不在家时仍忠于职守，自
发自动且尽心尽力地执行受委托
的任务。这忠信将按各人的才能
取得相称的成果，也就是双倍的
盈利。主人回来时，看到这些忠
信的仆人，必要奖赏他们远超过
他们所能想象的报酬。主人将使
他们成为家庭中自由和永久的成
员，不再称他们为仆人。让我们
记住，这是一个「末世的比喻」
，主耶稣还没回来，所以现在正
是我们忠信生活的时机。现在忠
信，将来必获得奖赏。这奖赏「
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
日必要赏给我们的正义的冠冕」
（弟后四8）。
至于第二个比喻，圣史路加给
我们作了更详细的解释（路十二
36-38）。主人去参加婚宴，他
会在晚间回来。当他回到家时，
他希望看到仆人们还在醒寤等待
他归来；他一敲门，立刻就给
他开门。这些醒寤的仆人是有
福的，因为主人要与他们分享他
在婚宴中获得的喜乐，具体的
喜乐，也就是他特别为他们带回
的一些礼物和「祝福」。换句
话说，即使在宴席中，主人还是

惦记着他的仆人，心里总是想着
与他们一同喜乐。因此，主人要
请他们坐席，束上腰，亲自伺候
他们。不过，主人亲自伺候仆
人？这不可思议，不合逻辑！耶
稣也说过：「仆人做了吩咐的一
切，仍然要说：『我们是无用的
仆人，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
事。』主人岂要向他们道谢？」
（路十七9-10）。主人只会亲
自伺候他的家人子女。因此，合
逻辑的理解是：圣史路加以此告
诉我们，主人现在已经把醒寤等
待的仆人当成家人看待了。他们
现在已不再是仆人，而是主人的
家人了。这真是莫大的喜讯，而
且这喜讯是为众人的！耶稣不只
向我们宣布这个喜讯，也对众人
说：「你们要醒寤！」（谷十三
37）。只要醒寤等待，人人都能
成为天主的家人；那么，我们又
怎能因贪睡而错失这最大的福气
呢？
让我们再回来看看生命的「记
忆与等待」。在主日福音的比喻
中，虽然《马尔谷福音》比较简
短，但它却有一些比较细腻的叙
述。只有圣史马尔谷给我们详述
四个等待家主回来的时辰：「或
许傍晚，或许夜半，或许鸡叫
时，或许清晨」（谷十三35）。
这四个时辰其实也是记忆主耶
稣受难前的时辰。在耶稣受难前
夕：到了晚上，祂同十二宗徒共
进逾越节晚餐（谷十四17）；然

后，在夜半，人们逮捕了耶稣，
把祂带到大司祭那里，控告祂
（53节）；之后，在鸡叫时，伯
多禄第三次否认了耶稣（72节）
；最后，一到清晨，耶稣被解送
给比拉多那里，并被判钉死在十
字架上（十五1）。
因此，这四个时辰是等待的时
辰，同时也是记忆的时辰。它们
叫我们明认，我们所记忆的和
所等待的是同一位耶稣。如此一
来，记忆不会成为过去，而等待
就在当下。记忆不会带来悲伤，
因为耶稣已复活；等待也不会落
空，因为耶稣必再回来。这正是
将临期的意义，记忆和等待救主
耶稣的到来。让我们祈求主耶稣
恩赐我们忠诚信实的记忆，使我
们以满怀感激和希望之情醒寤等
待祂。    阿们。
梵蒂冈电台～ 张德福神父 ～
今天的福音中说：「你们要当
心，要醒寤，因为你们不知
道那日期什麽时候来到。正如
一个远行的人，离开自己的家
时，把权柄交给了自己的仆
人，每人有每人的工作；又嘱
咐看门的须要醒寤。所以，你
们要醒寤，因为你们不知道家
主什麽时候回来：或许傍晚，
或许夜半，或许鸡叫，或许清
晨；免得他忽然来到，遇见你
们正在睡觉。我对你们说的，
我也对众人说：你们要醒悟。
」谷 13：33-37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11月22日
弟兄姊妹們，今天普世君王節，你可能
說：神父，這跟普世君王節有什麼關係
呢？ 的確，今天普世君王節，最後一天
的主日，讓我想起了自己的父親；人間
的父親，也想起了我信仰上的父親。是
的，我的人間的父親，並不是電影裡面的
superman，但他認真的生活著，他就是
那麼真實的愛著我。原來superman的魅
力，並不是他會飛；superman的力量、
他的魅力，因為他有愛，不是嗎？ 我們
人能夠克服自己的軟弱害怕，因為我們有
愛。愛超越了一切、超越了我們的有限、
超越了我們的軟弱、超越了我們的恐懼、
超越了我們的限度。因為有愛，才讓我們
在孩子面前變得很厲害，雖然我們什麼都
沒有。 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 普世君王節
的真正信息。我們都喜歡把耶穌基督當成
是君王，但是耶穌基督卻告訴我們他是另
類的君王，他並不是我們所想像中的那個
君王。耶穌基督告訴世人，做為一個君王
該有的樣貌是什麼；並不是我們所想像中
的。耶穌基督告訴我們：我這個君王不是
高不可攀；這個君王不是跟你們有距離
的；我喜歡天天跟你們在一起，如果你們
不拒絕我；這一個君王不是以色列子民依
然等待的那一個君王；不是崇拜權力、不
是崇拜政治力量的君王。耶穌君王是平凡

不過的牧羊人、工匠的孩子、被釘在十字
架上受苦受難的那一位。
原來，耶穌基督告訴我們，這一位君王就
好像小美的父親一樣；這一位父親再平凡
不過，但是我們大家都沒看到。耶穌基督
啟示了給我們，他不是住在高牆内、不是
坐在君王寶座上的那個遙不可及那一位。 
今天耶穌基督提醒我們世人不要被現在的
君王給矇騙了； 不要被現在坐在高位這
一些人，他們所做的事情蒙騙了；膜拜的
是強權、膜拜的是世界、膜拜是財富、膜
拜的是權力。 今天，耶穌告訴我們：普
世君王節；我也不是你們眼中的那一位，
要你們去追求財富、掌握金錢、霸佔世界
的君王；我要你們是能夠把天國的子民帶
到天主的面前，領受天主祝福的子民。
弟兄姊妹們，最後的一週，我們來看看，
耶穌君王，原來他要給我們的是什麼。 
天主的光榮寶座是為耶穌基督君王，這個
君王所準備的，並不是現在我們在世上看
到這些爭權奪利的君王、殘害天國子民、
為了自己的得利的這一些人；不是為他
們，而是為真正耶穌基督的這一個君王。
所以兄姊妹們，讓我們提醒現在在世界的

君王們、掌權者，不要忘了你是僕人，
天主要你成為萬民的忠僕，要像今天福
音所說的：你要餵養你的子民；當他們
餓了，給他們吃；渴了給他們喝；照顧
這些過客、無家可歸、流浪街頭、赤身
露體的、生病的、坐監的。
教宗方濟各最近出了通諭《衆位弟兄》
，就是提醒現在的君王們，你們該學習
耶穌基督這一個普世君王，祂是我們每
個人的僕人；他是牧羊者，一個一個的
領回羊棧，不讓他們流浪街頭。
今天，常年期最後一個主日；基督君
王節到底慶祝什麼呢？原來是慶祝基督
救世工程的精神，讓我們在歲末中反
省；我們世界的君王該如何對待自己的
羊群、自己的子民。我們該如何活出自
己的生命、記得天主的國度是為誰準備
的。
基督，這位普世君王；教宗方濟各告訴
了我們: 愛是我們接受賞罰的標準。雖
然耶穌在人世間成為我們的僕人，但是
千萬不要忘記他還是君王。但是，這個
君王是在天上展現出他的公義；這位君
王在世上是父親、是弟兄、是朋友、是

僕人、是牧人、是充滿著愛、憐憫的鄰
人，但是在天國的時候，他才是正義的
君王。 教宗說: 基督的王權是引導和服
務的王權，也是末日審判的王權。他在
人世間給我們一切的機會，給我們一切
的愛，但是當世界末日審判的時候，他
的君王的王權才真正的顯示他的公義。
耶穌在謙卑和貧窮中經歷了塵世的生活
以後，現在他屬於神聖光榮，他也希望
我們最後走上神聖的光榮中。
弟兄姊妹們，在末日的時候，主耶穌將
行使自己的權柄，祂要使祂的權威，把
我們彼此分開。在人間，他不分開我
們，因為每一個做錯事的都是都是他的
孩子，他不會把你拔除掉，但是當我們
世界末日的時候，那才是他行使他的權
威，把我們彼此分開。這顯示了祂審判
決定的標準，就是給予困境的人具體的
愛。凡你們對我們這些最小兄弟所做
的，就是對我做的，你就知道你是分在
左邊的山羊，還是右邊的綿羊。
弟兄姊妹們，我們不能成為superman，
如果我們沒有基督的愛。是基督，這位
真正的普世君王，是他讓我們能夠成為
別人的superman。所以讓我們在世界末
日之前，我們還有機會成為別人的 僕
人， 而這個僕人可能在一個小朋友的眼
中，他就是英雄！
願主的愛跟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乙年将临期第一主日：记忆和等待救主耶稣
我们以感激和希望之情醒寤等待祂

基督救世工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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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中谈及《宗徒大事录》所描述的
首个基督徒团体：当时的信友「
时常祈祷」。教宗指出，倘若少
了宣讲、手足共融、爱德和圣体
圣事，就会失去教会的特质。
（梵蒂冈新闻网）旅途中的教会
勤奋工作、时常祈祷：这是《宗
徒大事录》所描述的「耶路撒冷
首个基督徒团体的景象」，也是
「其它任何基督信仰经验的参照
点」。教宗方济各11月25日在周
三公开接见的要理讲授中，从刚
诞生的教会的祈祷谈起：当时，
伯多禄和若望一重获自由，就立
刻与信仰内的其他弟兄姊妹相
聚；「他们祈祷后，他们聚集的
地方震动起来，众人都充满了
圣神」（参阅：宗四23-24、29
、31）。
教宗阐明，从圣史路加的记载
中，可以看出「教会生活的四大
关键特征：聆听宗徒的教诲、守

护彼此的共融、擘饼和祈祷」。
这些特征表达出教会「要与基督
紧密结合，才有意义」。教会内
的一切源自于耶稣以言以行的教
导，而耶稣藉著圣体圣事临在于
团体内，祈祷乃是与天父交流的
空间。
教宗说：「教会内的一切若是脱
离这些『枢纽』而成长，等同于
断了根基。为了分辨情况，我们
必须就这四个枢纽提出问题，思
索在当前处境中这四大枢纽的状
况如何：宣讲、持续缔造手足共
融、爱德和擘饼──也就是圣体
圣事的生活──以及祈祷。任何
一个处境都该依照这四大枢纽
来评估。不符合这些枢纽的情
况，便是缺乏教会的特性、不属
于教会，有如在沙子上搭建房
屋。……教会不是一个市场，不
是企业家的团体，不凭借这新的
事业向前迈进。教会是天主圣神
的工程，而圣神是耶稣派来、促

使我们团聚的那位。」
因著耶稣的话语，教会的各种努
力充满意义。教宗表示，「有时
候，我看到某些心地善良的团体
误入歧途，就会感到很伤心，因
为这些团体认为，教会的聚会跟
政党一样，『多数人秉持这个意
见，少数人支持另一个意见。这
是我们该走的众议精神的道路。
』而我要问：『圣神在哪里？祈
祷在哪里？团体的爱在哪里？圣
体圣事又在哪里？』为了衡量
一个处境是否具备教会特性，
我们必须就这四个枢纽提出问
题。……要是没做到这点，就会
缺少圣神。如果缺少圣神，我们
就会变成一个杰出的人道救援团
体、慈善机构，甚至可说是个教
会党派，但就是没有教会」。
教会的成长并非靠著劝人改教。
教宗方济各再次提醒这一点，并
引用本笃十六世的话：「教会的
成长并非靠著劝人改教，而是借

由吸引人心。」贝尔格里奥教宗
接著指出：「如果缺少那位吸引
人亲近耶稣的圣神，就没有教
会。那里会集结一个立意良善的
朋友团体，但是没有教会，没有
众议精神。」
对首个基督徒团体来说，与耶稣
的相处并不随著耶稣升了天而终
止。耶稣持续与他们同在，陪伴
他们的生活，并提醒他们上主所
做的事。对他们而言，一切鲜明
活泼。他们在祈祷中找到光明、
温暖和热忱。关于这点，教宗引
用《天主教教理》，说：「圣神
常提醒祈祷中的教会记起基督，
也引领她进入完整的真理而激发
出新的祈祷词。」（2625号）
「圣神在教会内的工作是让人
记得耶稣。但这不同于训练记
忆力。基督徒走在使命的道路
上，牢牢记住耶稣，而耶稣也
临在其中；同时，基督徒也从
耶稣、从圣神那里领受一股前

行、宣讲和服务的『动力』。
在祈祷中，基督徒沉浸于天主
的奥秘内；天主深爱每个人，
渴望人人收到福音的传报。天
主是众人的天主，而在耶稣
内，每一座阻隔的墙壁终会倒
塌：诚如圣保禄宗徒所言，基
督是我们的和平，『祂使双方
合而为一』（弗二14）。」
耶路撒冷首个教会团体不断举
行感恩祭、时常祈祷，而圣神
也向所有踏上旅途去宣讲耶
稣的人广施力量和勇气。教宗
说：「天主赐予爱，并且要求
爱。这是整个信仰生活奥妙
的根源。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勤
于祈祷，而数个世纪之后的我
们，也都活出同样的经验。圣
神激发每一件事。」
教宗最后邀请每一位基督徒，
不要「害怕花时间祈祷」。「
圣神炽热的火焰为见证和使命
恩赐力量」。

在礼仪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普世
教会庆祝基督君王节。教宗方济
各在例行主日诵念三钟经的活动
中，讲解了当天福音的比喻。他
提醒信友们说：“我们将被以我
们的爱心、关怀和帮助他人的行
动为标准来审判。”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于
11月22日，基督普世君王节，在
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
念三钟经祈祷活动，对当天主日
弥撒福音（参阅玛二十五31-46
）中的比喻进行了反思，他强
调，这个比喻揭示了基督的奥
秘。
教宗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
友们说，基督是“原始和终结，
是历史的开始和结束”。他解
释，今天礼仪的中心是“终结”
，也就是最后的目标。
教宗表示，当天主日弥撒的福音
中，玛窦记述耶稣有关最后审

判的话。教宗说，他，那位人们
即将判刑的，其实是最高的审判
者。
“在祂的死亡和复活中，耶稣将
显示出自己为历史的主人、普世
的君王和万民的审判者。”对基
督徒来说，那位审判者不是令人
生畏的君王，“而是充满温柔
和怜悯的牧者”。教宗解释说，
耶稣在最后审判的比喻中用了牧
羊人的形象，并提及厄则克尔先
知的预言，他说天主亲自来干
预，帮助祂的子民对抗以色列邪
恶的牧者，这些恶牧是残酷的剥
削者，他们养活自己而不喂养羊
群。
教宗说道：“天主自己许诺要亲
自照顾祂的羊群，保护他们免受
不正义和虐待。”天主的许诺在
耶稣基督内得到了实现，耶稣自
己亲口说：“我是善牧。”（若
十11，14）

接 著 ， 教 宗 表 示 ， 最 重 要 的
是，“祂指明了审判的标准，就
是根据给予或拒绝给予那些人具
体的爱来审判，祂就是审判者，
他临在于那些人的每一个中”。
教宗引用福音中耶稣的话说：“
你们没有给我最微小的一个人做
这些事，便是没有给我做。”“
我们将被以爱为标准来审判，而
不是感情，是以我们的行动和能
形成关怀与热心帮助的同情心为
标准来审判我们。”
教宗补充道，基督将会问我们每
一位，“你有一点相似于牧人
我一样吗”。教宗强调，这就是

福音今天放入我们心中的审判
标准：“当我遇到困难，你是否
能用一些时间来照顾我？因著我
的恩宠，你是否能意识到一点我
需要你的帮助？在我的伤口、孤
独和困难前，你的心是否变软
了？”这将是普世的君王基督审
视和审判我们的标准。
最后，教宗敦促信友们呼求童贞
圣母教导我们以服务为生活的主
轴，“就是现在，让我们向她学
习通过谦卑和慷慨服务的门进入
天主的国”。

教宗公开接见：教会四大关键特征
要与基督紧密结合才有意义

《让我们再次梦想》：在这本新
书中，教宗方济各接受英国记者
艾夫赖格访谈，省思全球新冠疫
情。这个危机「看似独一无二」
，因为它殃及全球，跟其它持续
伤害人类的悲惨处境相比，只是
「显得格外清晰可见」。教宗鼓
励众人与他人相遇，以「付出最
好的自己」。
（梵蒂冈新闻网）自新冠疫情爆
发以来，全世界仿佛陷入迷宫
一般，找不到出路。这是一场
真正的恶梦。但无论如何，持久
的危机状态敦促我们不要停滞不
前，即使危险重重，如同在每个
迷宫里会发生那样，常会遇到死
路。教宗方济各运用了这个图像
来描述当前处境，并勉励信友们
跟随圣神「召叫我们走出自己」
的声音，从而找到指引出口的一
条线路。而最糟糕的情况是「我
们顾影自怜，迷迷糊糊地兜圈
子，总是走不出迷宫」。为了走
出迷宫，只有一条出路：放下「
自拍」的文化，走出去与他人相
遇，因为我们周围的其他人「能
帮助我们找到出路，付出最好的

自己」。
教 宗 方 济 各 在 接 受
英 国 记 者 艾 夫 赖 格
（Austen Ivereigh）访
谈时，阐述了以上要
点。这次访谈内容已
集结出书，名称是《
让我们再次梦想》。
作者艾夫赖格阐明，
这本书诞生于封城时
期，尤其是教宗方济
各于2020年3月27日在
特殊祈祷时刻独自现
身在圣伯多禄广场上
的那一刻。那时，「
教宗有如暴风雨中的飞行员，在
最黑暗的夜晚里引领世人」。随
后在夏季时光，艾夫赖格进行了
这次访谈。交谈的起点极具现实
意义，教宗视之为「真理显露的
时刻」。教宗多次强调，「走出
危机后，人肯定会变得不一样」

。他心中所想的，不只
是新冠疫情。「新冠危
机看似独一无二，因为
它冲击到绝大部分的人
类。但它的独特之处仅
仅在于它的可见度。然
而，还有成千上万同样
可怕的危机，它们有些
似乎离我们很远，而我
们表现得一副事不关己
的样子」。教宗牵挂著
世界上的许多战争、军
火贩运，以及众多逃离
贫困、饥饿和气候变化
灾害的难民。

教宗的目光虽然落在世人身上，
却不忘自身经历。他回顾了自己
的「三次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处
境」。第一次是严重的肺炎，发
生在1957年8月，当时的贝尔格
里奥进修院才两年，就得面对生
死搏斗。第二次是1986年在德国

求学的阶段，教宗称之为「流亡
的新冠经验」，意思是他自愿流
落在外、完成学业。第三次是个
特殊的隔离时期：一年十个月又
十三天。事情发生在1990年代初
的科尔多瓦耶稣会会院，以服从
长上的指示。最奇特的是，当年
贝尔格里奥居然阅读了冯帕斯托
尔（Ludwig von Pastor）的37册
《教宗史》。教宗方济各说：「
我本来可以选择小说、读更有趣
的书。就我现在的情况来说，我
自问天主为什么那时候恰好启发
我去阅读那套著作。上主提前给
我打了一剂预防针。一旦知道了
那些历史，罗马圣座和今天教会
内发生的事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
了。它对我助益良多！」
简而言之，每个危机都给我们上
一堂课，我们必须从中领会其奥
妙。教宗说：「这些是我个人类
似于『新冠疫情』的重要经验。
我从中学习到，当你饱受煎熬
时，你要是能有所改变，走出痛
苦时就会变得更好。相反地，你
要是筑起高墙，你走出时就会变
得更糟糕。」

圣座新闻室日前公布了11月28
日举行枢密会议擢升新枢机的
方式。因新冠疫情的缘故，有
两位新枢机将不出席会议。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
于11月28日下午4点，在圣伯
多禄大殿举行公开常务枢密会
议，擢升13位新枢机。教宗10
月25日在三钟经祈祷活动中宣
布了上述消息。这些新枢机
中，其中9位神长年龄未满80
岁，因此有权参加未来的选举
教宗的会议，其余4人已年过
八旬。
圣座新闻室11月23日公布有关
擢升枢机的程序。首先需要
强调的是，13位新枢机中，有
两位，即汶莱宗座代牧沈高
内略（Cornelius Sim）和菲
律宾卡皮斯总主教阿德文库
拉（Jose Fuerte Advincula）
，“因新冠疫情的缘故将不出
席枢密会议，但同样会在会议
中把他们擢升为枢机。教宗的
一位代表将在另外一个时间，
将枢机红色方帽和权戒，以及
诏书和在罗马的领衔堂区或领
衔执事区授予他们。
考虑到因新冠疫情而制定的卫
生规范，这次取消了新枢机在
宗座大楼或保禄六世大厅接受
亲朋好友的例行祝贺。圣座新
闻室的消息称，这卫生规范也
涉及参与礼仪的人数。除了枢
机和新枢机，以及教宗授予新
枢机在罗马城的领衔堂区或领
衔执事区的本堂司铎和负责人
外，在场陪伴新枢机的信友不
得超过100人。
此外，枢机团成员参与本次
枢密会议的方式也有所变
动。无法抵达罗马的枢机“
可在自己的所在地，透过
数字平台与圣伯多禄大殿连
线，来参与枢密会议”。11
月29日上午10点，教宗将在
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只
有新枢机参与。

在遵守预防新
冠疫情规定下
举行枢密会议

教宗三钟经：审判我们的标准
要通过谦卑服务之门进入天国

教宗在新书谈为了更好的未来
新冠疫情是「真理显露时刻」

教宗主持诵念三钟经活动。

教宗访谈《让我们
再次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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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讯）亚庇总教区黄士交总
主教在今年的将临期文告中，促
请教友为基督将在我们心中诞
生，作好准备，并信服于天主的
旨意。
总主教说，“我相信你們會認同
我的看法，對我們所有人來說，
今年可能是最具挑戰性的一年。 
回顧一年前，沒有人會想到今年
會如此。 從經歷失去親人，患
病，失去工作，經濟困難，失去
了生活目標，不斷地感到害怕和
焦慮，這確實是艱難而富挑战性
的一年。 
“我們的生活受到挑戰，我們
的信仰受到考验。有些人可能
會問：疫情什麼時候結束？明
年還會發生什麼？天主在哪裡？
祂不再关心我們嗎？踏入将臨
期，讓我們向天主祈求智慧，因
為聖經承諾，尋找智慧的人容易
找到並看到她 ！（智6:12）我們
需要智慧，才能按原樣看事物，
按天主的眼光看事物，並憑信心
生活。當我們花時間保持內心的
平靜時，我們會在混亂和挑戰中
看到天主的幫助。當我們看到每

天新增的新冠病例數据時，其实
每日康復的患者數量同樣重要，
若相比的話。天主透過醫療前线
人員的醫治。讓我們看到他們的
付出，並表示感謝。雖然我們的
計劃因新冠大流行病而毀於一
旦，並被要求在一年中的大部分
時間呆在家裡，但我的希望和祈
禱是，我們當中許多人已利用這
段時間來真正改善我們與主的關
係，與家人的關係，與我們所愛
的人的關係。我們已經得到了多
麼多的恩惠。
“可是，也許對於我們天主教徒
來說，最痛苦的是，今年的大部
分時間裡，我們中间許多人被剝
奪了聖事。 一年前，我們所有人
都有幸能夠到教堂领聖體聖事。 
現在，我們被剝奪了這種特權，
我們許多人只能透過銀幕虛擬地
參加彌撒，在精神上领聖事。 
不幸的是，不必去教堂的寬鬆處
理使許多人對自己的信仰感到自
满。 我們現在已經習慣於參加虛
擬彌撒。 但這甚至可成為增加我
們對基督的飢餓和渴望的恩寵，
再也不要把聖事視為理所當然。 

“關於這種大流行病，許多人問
道：“這是天主對人的一種懲罰
嗎？” 祂愛我們，但卻允許痛苦
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們將永遠無
法理解天主的作为。祂的思念不
是我們的思念，我們的行径也不
是祂的行径。 因天離地有多高，
祂的行径離我們行径，祂的思念
離我們的思念也有多高。（依55
：8-9）我們的思想永遠無法完
全理解為什麼天主允許這種疫情
的發生。當我們環顧四周時，我
們感覺自己的“船”正在下沉，

甚至有些人會感覺到他們的船已
經傾覆。 但是基督繼續呼召我
們注視着祂，並保持信心。 （谷
4:37 – 41）一切在他的掌控中，
祂知道我們的周圍和內心正在發
生什麼。 
“當我們進入将臨期，爲準備聖
誕節的來臨時，讓我們花些時間
來默想我們教會其中兩位“最偉
大的聖人”，若瑟和瑪利亞。 
在天使報喜時，我們有福的母親
瑪利亞，以這些話回應了天使加
俾额爾：“看哪，我是上主的婢
女； 愿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 
” （路加福音1：38），這話永
遠改變她的生活和世界。 
“儘管她知道會發生的後果和風
險，在懷著基督時，她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拜訪表姐依撒伯爾，分
享她的喜悅。 對於那些信靠天主
的人，任何不確定或恐懼都不能
夺走基督的喜樂。 
“若瑟，知道瑪利亞已經被天主
揀選孕育至聖者後，感到自己不
配与瑪利亞成婚，因她是天主完
美和聖潔的器皿。 但是天使在夢
中向他顯現之後，給他肯定不要

害怕迎娶瑪利亞為妻，因為瑪利
亞是因聖神受孕（瑪1:20）。若
瑟謙卑地接受了天主的旨意，並
將自己完全獻給天主的計劃，成
為祂兒子在世上的父親。” 
黄总主教指出，主常在最艱難，
最富挑战的時期提拔聖人。讓我
們學會用信仰的眼光來看待，並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努力爭取
聖潔。 讓我們确信，基督在這
個艱難而充滿挑戰的時代與我們
親近。 讓我們繼續培養祈禱的生
活，這有助於我們在這段時期內
凝視基督，並希望祂可使我們成
長為今天的聖人。 
他说，在這将臨期，願我們像瑪
利亞和若瑟一樣，奉獻一切，
為基督在我們的心中誕生作好準
備，方法是相信並信服於天主的
旨意。在為基督的誕生作準備
時，願我們對基督的渴望越來越
多。 讓我們敞開心門，讓天主
帶領我們踏上聖誕節的旅程。 透
過挑戰，困難和未知的状况，對
天主是誰的信念保持不變。祂是
愛。 透過這一切，祂是厄瑪奴
爾，与我們同在的天主。 

黄士交总主教 2020年将临期文告
吁教友困难时期对天主信念不变

（亚庇讯）随着马来西亚天主教
主教团的正式成立大马明爱，亚
庇总教区也对其社会服务使命作
出新的因应安排。
亚庇总教区已采取步骤，配合新
的形势而设立亚庇明爱会。从今
年11月15日起，该总教区的全人
发展委员会停止操作，以让路给
新的改变。
除了亚庇明爱会的设立，一
个新的总教区委员会也告诞
生。这个委员会称为Pastoral 
Care to Migrants and Itinerants 
(ACMI)-总教区照顾移民及游民
牧灵委员会，目的是要“欢迎、
保护、促进及融合”移民在本地
的社群中。
亚庇总教区黄士交总主教在致给
总教区堂区神父的公函中，指示
他们设立堂区明爱，以负责堂区
的社会使命，以及设立堂区移
民委员会，以照顾移民的牧灵需

要。
堂区明爱及移民委员会的负责人
选，可以由全人发展委员会或其
他教友担任，并依堂区牧灵理事
会的规则，加以委任或选出来。
总主教感谢总教区全人发展委员
会自2010年设立以来所作出的贡
献，负责推动其计划与活动，帮
助堂区教友参与社会事工。有关
的负责人受到大力的促请，考虑
在新设立的组织中，继续他们以

往的优秀工作，以在我们的社会
建立上主的天国。
随着新的组织的成立，总教区宣
布委任亚庇明爱会和照顾移民及
游民牧灵委员会的神师和主席。
前者神师为马可斯神父，主席为
安丽达修女；后者神师为阿当神
父，主席为林多民尼。预计新的
组织将在年底之前准备妥当。
在大马明爱的主动和努力之下，
希望亚庇总教区在推动慈善和公
义的使命中，将会有更强大与明
显的表现。它也希望把社会使命
的工作推广至教会以外，即包括
不同信仰与宗教而需要援助的穷
人。

亚庇总教区设立明爱会
积极推动慈善公义使命

（古晋讯）荣休总主教钟万庭
于今年11月15日，庆祝他的晋牧
50周年纪念。他是在1970年受当
年的教宗委派至沙巴，出任辅
理主教。1975年晋升为古晋总主
教。
高龄92岁的钟万庭荣休总主
教，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古
晋总教区曾于两年前举行隆重
仪式，庆祝他的90岁诞辰暨晋
铎64周年纪念。
今年由于新冠病毒的肆虐，总
教区不能举行庆典，以纪念这
个历史性的日子。教会只能为
他举行感恩祈祷，并为他敬献
一个晋牧纪念蛋糕。
深受神长、神职人员与教友敬
爱的钟万庭荣休总主教，被众
人视为他们的爷爷、上主的牧
人、灵修导师，和好圣事的聆
听者…….。
 荣休总主教钟万庭简历
1928年9月10日出生于中国湖北
老河口市郧西县的小乡村。12
岁进入教区小修院读书及接受
初步培训。1947年完成小修院课
程，转入汉口的大修院继续神
哲学培训。1949年离开汉口，前
往香港，后辗转到澳门大修院

接受陶成，1954年中毕业。
自祝圣为神父后，他曾在砂州
各地，大城市小角落服务，至
到1970年。后被教宗派往沙巴担
任辅理主教，1972年8月正式接
任沙巴教区主教至1975年。
1975年3月19日，上任为古晋教
区主教。1976年5月31日，教
廷提升古晋教区为东马总主教
区，升任为总主教，至2003年已
届75岁退休之齡，6月23日钟万
庭总主教宣告荣休。
教宗方济各致给贺函
教宗方济各致函给荣休总主教
钟万庭，祝贺他的晋牧50周年
纪念。教宗说，在此荣休总主
教钟万庭庆祝他的晋牧金禧之
际，我们要与他一起祈祷。
我们赞扬他宽宏大量的为人，
他的牧职精神，尤其是他对他
的总教区的牧民热情，以及他
卓越的为天主子民所作的奉献。
教宗说，我们在向他及与他的
密切关系者，热情地致以宗座
的降福，并通过圣母玛利亚和
宗徒伯多禄的转祷之际，我们
也要求他的祈祷，我们得以秉
持福音愉悦与名副其实的行使
伯多禄的职权。亚庇总教区两个组织的掌舵人。

（吉隆坡讯）有鉴于新冠肺炎
疫情新近的恶化，以及当局对群
聚和面对面活动的限制，吉隆
坡总主教廖炳坚在与咨询团磋商
后，决定取消总教区的所有面对
面的和好圣事。

总主教将于12月18日（星期
五）晚上8时，通过ArchKL 
Youtube 频道的线上直播，主持
一项和好圣事仪式，让参与的教
友告解。

这项和好圣事将包括宣读福音
礼仪，以及反省思过。为准备参
与这项仪式，总主教要求忏悔

者须在将临期的任何三天内，遵
守悔过行为，例如祈祷、守大小
斋、履行灵修或物资的施舍。

由总教区主教署秘书长蔡锦华
神父日前发出的通告中，也指出
目前教友不能作个人的告解和集
体的赦罪圣事，他们可以通告以
下所述，履行上等痛悔：

a. 为爱超越万物的上主而
全部悔过；
b. 诚心诚意的要求宽赦；
c. 肯定尽早的办告解圣
事。
非居住在红区的个人如要告

解，可以和他们的堂区神父联
络，于认为安全和实际时，约
定时间作个人的告解。

另一方面，由于吉隆坡、雪
兰莪和森美兰州的公开弥撒
以及堂区的面对面活动已经暂
停，致慕道班的望教友不能
亲身参加甄选礼。堂区神父或
主任可以在将临期第一主日或
其他适合的日子，举行线上仪
式，以接纳这些望教友成为候
洗者。

主教署的通告指出，落在登
嘉楼和彭亨的堂区，神父或主
任可以决定在弥撒中举行甄选
礼，但须遵守国家安全理事会
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及州指示
和总教区的指南。如果认为
在公开弥撒中举行甄选礼不合
适，则可提供线上的甄选礼。

廖炳坚总主教12月18日晚 
主持线上和好圣事仪式 

荣休总主教钟万庭晋牧金禧       
教宗方济各致贺函表扬贡献 

总主教钟万庭与傅云生总主教共切蛋糕。

亚庇总主教黄士交。



根据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临时
协议》，陈天浩正式成为第一位
主教。他于2019年11月19日当选
为青岛教区主教候任人。
北京（亚洲新闻）-  58岁的
多默·陈天浩（Thomas Chen 
Tianhao）是青岛教区（山东
省）的新主教。
祝圣礼在今天(11月23日) 早上在
该市的主教座堂举行，祝圣礼由
由三位山东主教主持。中国天主
教爱国会主席、临沂教区房兴耀
主教（Fang Xingyao）主礼；襄
礼的是：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
席、周村教区杨永强主教（Yang 
Yongqiang）；济南教区张宪旺
主教（Zhang Xianwang），他
亦为山东省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
副主任。

陈牧接替2018年6月安息的李明述
主教（Giuseppe Li Mingshu）出
掌青岛教区主教。

一些专家认为，这将是按照中国
与教廷的《临时协议》拟定的方

式进行的首次主教任命。但是祝
圣的方式仍然是旧的方式，其中
提到了主教团任命，但没有提及
教宗和教廷。
由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限制，祝
圣礼并非向所有教会人士开放，
但有21位神父和200多位修女及教
友参加。
陈天浩于1962年出生于山东省平
度。他曾在济南的山东省圣神修
院学习，并于1989年12月晋铎。
根据官方数据，他于2019年11月
19日当选为青岛教区主教候任
人。
新任主教在青岛教区负责牧灵
工作，1998年是青岛爱国会主
任，2010年担任中国爱国会常
委，2012年担任山东省两会副主
任。

圣座新闻室主任证实
（梵蒂冈新闻网）圣座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签署的临时协议正在结
出果实。自2018年9月签署协议以
来，一位新的，也就是第三位主
教在与伯多禄继承人的共融中获
任命且被祝圣。圣座新闻室主任
布鲁尼证实了这个消息。
关于在山东青岛最近祝圣主教的
消息，布鲁尼说：“我能证实陈
天浩（多默）是在圣座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关于主教任命临时协议
的规范框架下获任命及被祝圣的
第三位主教。”
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圣座新闻
室主任表示：“我可以补充说，
无疑，预计在未来将有其他主教
祝圣的情况，因为一些新的主教
任命程序正在进行中。”

教会中央统计部研究了2013年至
2018年世界上神父人数的演变。
期间，这数目下降了0.3%，降至
约414,000人。教区神父人数增加
了0.5%，而修会神父人数下降了
约2%。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根据《
教会统计年鉴》，在过去五年
来，亚洲和非洲的神父人数有所
增加，但全球神父人数却有所减
少，尽管人数不多。
教会中央统计部研究了2013年至
2018年世界上神父人数的演变，
发现这数字下降了0.3%，降至约
414,000人。期间，有43,000名新
神父被任命，其中一半在非洲和
亚洲，在两大洲之间平分。
教区神父人数增加了0.5%，而修
会神父人数下降了约2%。
2018年《教会统计年鉴》已出
版，藉以分析2013年至2018年神
职人员和地方教会的人口统计学
演变。
从研究神父（教区和修会会士）
的地理和功能分布，提供了一些
现象可供思考。
如前所述，全世界神父总数，从
2013年的415,348人，减少到2018
年的414,065人，主要是在该时
期的后半期。然而，在非洲和亚
洲，这一趋势却是积极的，分别
为增加14.3%和11.0%，仅2018年
就凈增加2,200名神父。
相反，在美洲，神父人数没有多

大改变，维持在大约122,000名。
欧洲和大洋洲是全世界神父下降
的区域，分别减少超过7%和1.1%
。
就类别而言，教区神父的数目增
加了1,300多人，即0.5%，而修会
神父则减少了2,600人，即近2%。
从地理上来说，修会神父在欧洲
（-8.3%）、美洲（-6.7%）和大
洋洲（-3.1%）都减少；而亚洲
（+12.8%）和非洲（+9.7%）的
修会神父却增加。
教区神父人数增加的原因是，教
区神父在非洲（+16.4%）、亚
洲（+10.8%）和南美洲（+2.2%
）迅速扩大，而欧洲则明显下降
（-6.7%）。
尽管下降，从2013年的44.3%
（184,000人）降至2018年的
41.3%，但欧洲仍然是世界上神
父人数最多的洲陆。相反，非洲
和亚洲，从2013年的22.9%上升到
2018年的25.7%。美洲和大洋洲，
分别呈现稳定，在30%和1.1%左
右。
在2013-2018年期间，有43,000多
人被祝圣为神父，美洲占28.3%
，其次是非洲（25.5%）、亚洲
（25.2%）、欧洲（20.3%）和大
洋洲（0.7%）。
2013年至2018年神父人数下降，
部分原因是死亡率高。然而，
在这时期，全世界有39,000人死
亡，比晋铎的数目少4,000人。

雅加达（信仰通讯社）—十一月
二十三日，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
多通过视频讲话向出席第十届公
教大学联盟全国大会的天主教
会大学学生们发表讲话，邀请他
们推动印尼社会和谐、合一以及
宽容，为造福社会做出贡献。
强调“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宗
教、文化、语言的国家”。指印
尼“是一个促进宽容与友爱的和
谐大家庭”、“在许多国家面临
身份不同导致的动乱时，得益于
我们国家奉行的潘卡西拉意识形

态，印尼仍然是团结的”。
维多多总统重申了建国五项原则“
潘卡西拉”的重要性、基本的价值
观：信奉唯一真主、公正文明的社
会、统一的印尼、智慧领导的民
主、全体公民享有社会正义。
总统邀请包括公教大学生在内
的社会各界维护国家的根基，
高度赞赏公教学生论坛推动社
会和谐、和睦相处与友爱。政
府青年和体育事务部部长也发
表了视频讲话。
印尼公教大学联盟主席表示，

公教大学生“蒙召为公众利益
做出贡献、建设繁荣和平与友爱
的国家”。“国家面临着包括
COVID-19疫情在内的种种挑战
之际，所有人都应该共同努力造
福彼此”。
为期六天的印尼公教大学联盟会
议在主教团平信徒委员会执行秘
书西斯旺托克神父主持的隆重
弥撒圣祭中开幕。讲道中，他
鼓励青年“在社会中见证耶稣的
福音；捍卫真理、正义与和平；
与穷人和有需要的弱势群体在一
起”。
接受本社采访时，印尼公教大学
联盟协调员强调，公教大学生
们“通过联盟肩负着推动人权与
人性尊严的责任”。
一九四七年，印尼公教大学联盟

正式成立。旨在推动基督信仰价
值观、印尼建国五项基本原则潘
卡西拉、推动社会正义与友爱。

印尼总人口二点六亿，穆斯林信
徒大约二点三亿。基督徒两千四
百万，其中七百万是天主教徒。

山东青岛教区按《临时协议》
陈天浩被祝圣为新任主教

五年来全球神父人数略减
亚洲和非洲神父有所增加

印尼总统告诫公教大学生 
推动社会和谐友爱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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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信仰通讯社）—马来
西亚明爱执行秘书查尔斯∙贝
蒂尔向本社表示，“今天，马
来西亚的新穷人是820万被排除
在社会福利之外的人、是2,100
万靠救助生活的人。换言之，
总人口的20%。他们中有外籍劳
工、难民、原住民团体、无身
份者、无家可归的人。为此，
马来西亚教会积极调动全部人
力物力资源，为Covid-19医
疗危机状态下的穷人和弱势群
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马来
西亚的明爱刚刚诞生不久，充
分展示了教会在多元化社会中
努力做“流动医院”，关怀弱

势、为社会福祉做贡献。
明爱执行秘书继续表示，“我
们的社会正经历了许多紧急状
态”。明爱全国教会大会网络
会议后，辨别了各地教会团体
的首要任务。明爱还指出，全
国60%以上的人口获政府的社会
福利援助生活。
教会的另一个首要任务是促成
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更
加有效地开展广泛、深入的援
助活动。同时，推动社会树立
分享的观念。
积极遵循教宗最新通谕《众位
弟兄》的同时，“马来西亚教
会推动相遇文化、包容和建设

性对话、邀请善心人士建设一
个更加友爱与团结的社会”。
因为自然灾害以及Covid-19所
导致的社会危机，“迫切需要发
展新形式的合作网络、加强地方
团体的责任、建设一个接近人的
教会”。
二O二O年一月，马来西亚、新
加坡和汶莱主教团在马来西亚成
立了明爱。得益于明爱，马来西
亚教会积极推动发展、正义与和
平、国家的繁荣。
马来西亚联邦是一个多元民族、
文化、宗教信仰的国家。近三千
二百七十万总人口中60%为穆斯
林信徒、天主教徒占4%。

陈天浩被祝圣为青岛新任主教。

印尼天主教会大学学生。

马来西亚教会救济穷人。

马来西亚教会成为“流动医院”
疫情期间助八百万弱势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