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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很开心能和你们分
享在2019年巴拿马第34届世界青
年日的点点滴滴和
经历的事。第34届世界青年日的 
主题 是「看！上主的婢女，願
照祢的話成就於我
吧！」（路1:38） 教宗呼吁我们
有勇气向天主询问祂想要我们为
祂做些什么，并像玛
利亚所做的那样回应祂的召叫，
「勇敢而慷慨的说『是』」。但
是要如何听见呢？ 我
又如何能知道那是祂的声音呢？
世界青年日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是教区日（Days in 
Diocese）而世界青年日（World 
Youth Day）是主要部分，也是
教宗来与青年集会在一起的时
刻。教区日是一个
准备青年参与世界青年日的前
序，青年们透过教区日服务，学
习在自己的非舒适圈踏
入异乡聆听祂的声音。
吉隆坡总教区的教区日坐落在
达连省（Darién），是一个美

丽 又
幽 静
的 地
方。在哪
里，唤起了我对生活的认识，生
命建立的中心点。在忙碌的城市
里，忙碌工作的生活
使我忘了大自然的美好，甚至不
能习惯乡村节奏，同时忘了家人
在一起的温馨和幸
福。
在达连的寄宿家庭我想起我吉隆
坡的家人们，发现很少抽空与他
们聊天吃饭，在家
里大家都忙于自己的生活圈子。
虽然和家人吃饭对许多人来说是
很普通的事，可是对
我来说我却忘了和家人吃饭是那
么的重要，幸福，可贵和是个共
融的时刻。因此在教
区日里我回应天主召教，那召叫
是《爱在身边》。同时我给了自
己一个在整个世界青
年日期间的考验目标，我克制使
用智能手机和上网分享照片，回

到马来西亚亲自和他
们分享我记录的点点滴滴，建立
属于我们的天地。我做到了！！
会继续加油！！！感
谢天主。
世界青年日一连连的活动给了我
许多宝贵的指标，我重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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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分享我明白召叫不
只是限制在成为神职人员，而是
聆听每一个小小的声音，在祈祷
生活中与天主交流，
建立很密切的关系，如同童贞圣
母玛利亚一样与天主很个人的密
切关系。列如说当我
们发现需要我们关心的朋友时，
有个声音会告诉你去关心他，可
是这时会出现一些质

疑的思想，他会觉得我打扰他
吗？他会不会不喜欢？我要和他
说什么？没关系，他会
自己好起来的。 不，也许我什
么也不用说，陪伴在他身边就
好。在这时刻，我会如何
回应呢？往往祈求勇敢向前回
应，后半部天主会为你点缀上
色。
在世界青年闭幕弥撒中，教宗叮
嘱青年们要与不同世代的人彼此
聆听，彼此学习；

青年也要在自己的团体和城市主
动去寻找年长者。教宗再三的
说，“亲爱的青年们，你
们不是未来，而是天主的‘当
下’”。你们不要等到明天，而
是此时此刻就要“感到负有一
项使命，且要热爱这使命”。耶
稣教导我们的爱是“具体、亲近
和真实的爱”。
教宗最后提到以她的“是”陪伴
了本届世青节的童贞圣母玛利
亚，指出圣母是青年们
真正的楷模。“她不仅相信天主
和祂的许诺能够实现，也信任天
主，并且为参与这上主
的‘当下’有勇气说出‘是’。
她感觉到负有一项使命，也爱上
这使命”。
在这世界青年日里，我相信爱，
是我的召叫。我深信 天主的圣
神带领着我们，让我
们一起细听并如同 童贞圣母玛
利亚一样勇敢的回应天主的召
叫 。
撰文：Agnes Cecilia  

(八打灵再也讯) 我国各地的天
主教徒于2月5日大年初一（星期
二）上午，踊跃参加圣堂举行
的己亥猪年新春感恩弥撒。各
教堂布置得焕然一新，而许多
教友，包括男女老少穿上红彤
彤鲜艳色彩的衣裳到圣堂，更
衬托出节日的喜庆气氛。
按照往年的惯例，天主教新年
感恩弥撒后通常皆举行祭祖仪
式，由神父上香，率领全体教
友向祖先牌位鞠躬行礼，体现
华族的孝道传统。向历代祖
先献上的祭品包括有红蜡烛，
鲜花，水果与年糕。弥撒结
束时，神父按例分派红包给教
友，而每人也获得蕉柑，获得
祝福，皆大欢喜。
圣依纳爵堂感恩弥撒
八打灵再也圣依纳爵堂于早上
10时举行的中英文合并弥撒，呈

现节日的热闹气氛；教堂内外
挤满了数以千计的各族教友，
由本堂黄聪颖神父主祭，副本
堂黄大华神父共祭。
黄大华神父在证道时，指出华
人新年的意义。今年适值十二
生肖的猪年，祝福教友猪事如
意。其实猪不是肮脏的动物，
它因为需要水，即使是泥泞地
也躺下，致弄得脏兮兮。猪象
征的是和气平安。
黄大华神父提醒教友们，在这
新年里，大家需要记得三件
事。其一是感恩：我们要对过
去一年里上主所赐的，包括种

种祝福感谢上主，同时也要感
谢身边的人。

第 二 是 交
托 ， 把 我
们 的 一
切 交 付 给
上 主 ， 不
必 顾 虑 太
多 ， 但 这
并 非 是 消
极 的 想
法 ， 而 要
尽 教 友 的

本分。
第三是福传，尤其是今年是
特殊福传年，凡是洗过礼的教
友都有为教会传教的义务，做
个传教人，而不仅限于神父而
已。
弥撒结束时，黄聪颖神父主持
祭祖仪式，在黄大华神父陪同
下，向历代祖先牌位前恭敬上
香。接着教友代表也分别献上
蜡烛，鲜花，水果与年糕等祭
品，在场者同向祖宗先辈们鞠
躬，尽显华人的传统孝道。

华人极重视对祖先的孝
道，在农历新年祭祖是一
种重要的传统。事实上，
纪念祖先也符合天主教的
教义；教宗碧岳十二世在
1939年12月8日颁布的通

谕中，指出教友向祖先的肖像或
牌位行鞠躬礼，既是合乎情理，
同时也得到批准。因此，基督徒
是可以孝敬他们的祖先，只要他
们不把祖先当作偶像去崇拜。
两位神父于弥撒结束时分派红包
给每位教友，教友也获分派蕉
柑，人人有分。弥撒结束后在
圣堂大门前举行舞狮表演，教友
踊跃的参与，锣鼓声中，人潮汹
涌，更增添喜庆的气氛。 

（古晋讯）一个以“基督，我的
使命”为主题的“教理主日”弥
撒，於1月27日在古晋总主教区
所有的教堂举行。
教宗方济各在他的第一道宗座劝
喻中提醒教友，身为受洗的天主
教徒都是传教士和福音传播者；
都有责任让基督显示于他人，特
别是周遭的人。因此，作为受洗
的天主教徒应常受激励多认识自
己的信仰，以便能为在自己心内
工作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作见证。
在个人和社区层面，宗教信仰的

力量可以通过以下能力来衡量：
与他人交流、传播信仰、以慈善
方式生活、向那些遇到的人和自
己分享信仰见证。
荣休总主教钟万庭主礼
圣体堂华语“教理主日”弥撒是
由荣休总主教拿督斯里钟万庭主
礼。鈡总主教向全体信友致辞
说：“今天本总主教区举行教理
主日，为提醒我们重视传授教理
的工作在堂区内的重要。教理工
作，引导已领洗的儿童和青年
们，学习认识和相信主耶稣，

认 识
自 己
是 天
主 喜
爱的几女，学习和顺从耶稣的教
导，终生坚信和敬爱天主。
藉着教理工作，慕道人学习认识
主耶稣和主耶稣的圣道和圣训，
认识天主爱人的计划，和愿赐
给人永生的救恩，进而接受主耶
稣为救主，接受圣洗礼，成为天
主的子民。这就是传授教理的目
的，这关系人一生的幸福，确是

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感谢主耶稣，在我们堂区
内，启发和召叫了一些主内的
兄弟姐妹们，接受天主的启发
和召叫，自愿奉献自己的能力
和时间，在教会学校，在堂区
主日学和儿童礼仪班，作传道
员及教理老师，参与传授教理
工作”。
钟万庭荣休总主教接着说：“

我奉劝父母们，你们的儿女是
天主给你们的至大恩赐，希望
你们关心儿女们，自幼就学习
认识主耶稣，认识和敬爱自己
的天父，勉励你们的儿女们参
加儿童礼仪，主日学，使他们
终生作天主的忠诚子民，在世
常享天主的祝福，死后进入天
堂，分享天主的永生永福”。
在钟总主教致辞后，数十位传
道员及教理老师在主教及众信
友面前，向天主承诺：祈求上
主恩赐，在聆听主圣言和领圣
体时给与不断的启示，将所
得的信息，传达给所教导的学
生。
图与文：拿督许中新

第34届世界青年日分享

教友踊跃参加农历新春弥撒
神父主持祭祖仪式彰显孝道

古晋总主教区各堂区举行
教理弥撒提醒教友传福音

神父与修士在依纳爵圣堂大门前接受醒狮敬礼。

桂安裕神父在加影圣家堂主持祭祖仪式。 古晋总主教傅云生在古晋主教座堂祝福柑橘。

黄聪颖神父与黄大华神父分派红
包给教友。

荣休钟万庭总主教（右）主礼“教理主日”弥撒。

作者挥动大会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