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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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蒂冈新闻网）为了确定我们作出的决
定是否正确，一些重要的因素有助于在
随后的时间予以解读。教宗方济各12月7
日上午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关于
灵性分辨的要理讲授，指出上述要点。

教宗表示，从我们生活中的标记可以确
认我们所作的决定是否正确。他说：“善
意的一个显著标记正是传达一种随著时
间持续的平安。这平安带来和谐、团结、
激情及热诚。”

教宗举例说，如果一个人决定他的祈
祷再增加半个小时。之后他发觉自己在

一天当中活得更好，不那么忧虑，做起工
作来更用心，与一些平时难处的人的关
系也变得顺利了。这就是作出正确决定
的标记。“灵性生活是循环的：一个良好
的选择使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益，
因为它参与了天主的创造工程”。

教宗接著提到，有两个要素能帮助我
们对所作的决定进行分辨。第一个要素
乃是在生活中感到“问心无愧”，通常是
参与了更大的计划。

教宗举出圣伯多禄广场的实例说，从
那里两个椭圆的焦点可以看到贝尼尼的

柱廊完美地排列成行。同样，当我们度过
的一天井然有序并增加了新的能量时，
我们就明白我们所作的是一个良好的决
定。

此外，对作出良好决定进行分辨的另
一个要素，就是对我们所作的决定“保
持自由”，并接受对这决定提出的批评，
设法从中找出上主的训诲。教宗说：“这
并非因为上主想夺去我们感到宝贵的东
西，而是让我们自由地与之相处，不予以
依恋。只有天主知道什么对我们才真正
有益。”

教宗方济各进一步指出，占有欲与善意
相对立。许多家庭暴力的个案往往是因
占有他人感情的欲望造成的。教宗说：“
我们只能以自由之心去爱，这就是为什
么上主把我们创造成自由的人，甚至我
们能自由地对祂说不。”

教宗最后表示，“敬畏天主，也就是恭
敬天主”，这是接纳天主智慧的恩典所不
可或缺的条件（参阅：德一1-18），帮助
我们进行灵性分辨。“这敬畏驱逐各种恐
惧，因为它向往的是万物的上主”。

（梵蒂冈新闻网）教会会议秘书处与世
界主教会议大洲阶段各区域大会负责
人于11月28日至29日在罗马举行会议。
亚洲大会协调人、马来西亚吉隆坡天
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德瓦达斯（Clarence 
Devadass）神父在会议上介绍了亚洲的
现况，并向本新闻网讲述该大洲当前的
同道偕行经验。

德瓦达斯神父表示：「我带来了我们
独特的经验：我们亚洲于今年10月份在
曼谷召开大会，亚洲各地天主教会都参
与其中，226名来自29个国家的与会者
出席大会。我们把这一时刻当成同道偕
行的进程来善度，并且把子民的热情与
希望也带到梵蒂冈这里。」

这位世界主教会议大洲阶段亚洲大会
协调人指出，该大洲的大会将于明年2月
底举行。关于教会在亚洲的特色，德瓦

达斯神父解释道：「亚洲的特色是各国
的宗教和文化呈现非常多元化的面貌。
另一个元素是基督徒人数很少，除了菲
律宾和东帝汶以外，我们在那里是少数
群体。因此，我们必须懂得作为基督徒
和在亚洲的教会如何与他人相处，与其
它宗教和文化和睦共处。」

德瓦达斯神父说：「对我们而言，首要
之务是与他人对话，然后是关怀穷人，
关注宗教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极端主义
的现实。对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教会来
说，这件事有点困难。因此，与其它宗教
交谈、帮助穷人和移民，以及宗教极端主
义是我们在亚洲的教会正在谈论的三件
事，从而试图厘清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
样的处境中能如何行事，我们如何能依
照自身的信仰、依照耶稣基督对我们的
要求，善度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梵蒂冈新闻网）家庭是一份「激发感
恩之情的喜乐礼物」。教宗方济各12月2
日在接见意大利家庭协会论坛时如此表
示。他感谢这些协会为意大利的家庭发
声。那「不是抱怨之声，而是有建设性的
声音；不是意识形态之声，而是能解读家
庭需求的声音」。

教宗首先赞许协会成员们为「家庭的喜
乐做出见证」，这正是《爱的喜乐》宗座
劝谕的核心讯息。幸福的家庭不见得事事
顺利、毫无问题。「众所周知，家庭有祥
和时光，也有艰难时期。然而，在所有这
些处境中都能洋溢著喜乐，因为喜乐在于
更深的层次，恰恰源自于其家庭的身份」
。家庭是一份礼物，「带有亲密的感恩之
情」。

家庭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模型。教宗表
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道路和经历」，
很多家庭努力向前迈进，它们遵循的不是

世俗的模型，却是简朴和服务的「风格」
。

此外，教宗鼓励「为家庭并与家庭一起
制定良好政策」。教宗敦促在场众人采取
开放且全面的方法，寻求「公众利益」。

基督徒家庭不可自扫门前雪。基督徒家
庭的特质是开放、接纳和扶持，而且要从
左邻右舍做起。「家庭蒙召做个手足情谊
和人际友爱的因素，扎根于本土，同时向
世界开放」。

谈到生育率低落的现象，教宗呼吁将相
关问题摆上政策的议事日程。教宗对在场
众人说：「你们不可光是谴责一个议题。
这简直是易如反掌。你们要努力跟进其发
展，提出实际可行的建议。」

教宗最后鼓励夫妻之间、家人之间互相
照顾。他们应该腾出时间来祈祷、交谈，
在教会内度团体生活，「也要花时间跟孩
子玩耍」。

世界主教会议大洲阶段：
亚洲聚焦于自身身份和宗教交谈

教宗：家庭即使
在困境中仍洋溢喜乐

教宗公开接见：
内心平安
肯定我们作出的决定

家庭

教会会议秘书处与世界主教会议大洲阶段各区域大会负责人在罗马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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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年将临期第四主日

依7：10-14
罗1：1-7
玛1：18-24

天主救恩的开始，总是与人完全有直
接与密切的关系和关联。玛窦福音的
作者描述了一段很人性化的经历：若瑟
因是义人，不愿公开羞辱玛利亚，有意
暗暗休退她。不过，这件事确实很困扰
若瑟，因为她虽然与玛利亚订婚，不过
却对玛利亚怀孕的这件事很困扰。福
音的描述是人的现实面的经验，因此
若瑟在还不清楚这是天主的救恩事件
前，他确实很困惑，因此觉得自己必须
在玛利亚怀孕的这件事上有一个很妥

善的处理。
就在他为这件事伤透脑筋时，『上主

的天使显现给他』，也就是天主不拐弯
抹角直接清楚向若瑟指出整件事的发
生经过都出自天主。基本上，天使在梦
中显现说明这件事的发生，就很清楚
也很直接地使若瑟知道这是一件信仰
的事件，他也被邀请加入天主救恩的
计划行动里。若瑟不但是一个义人，也
是一个『思虑』有关于天主事情的人。 
『思虑』的意思是指若瑟对天主的开
放，他不但相信天主，而且也让自己为
天主所用，成为天主的见证人。所以，
『思虑』天主的事也是基督徒的灵修
基础，日以继夜注视着基督，使自己在
生活中越来越肖似基督。

圣经里对若瑟的事迹没有很多的记
录，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照上主的天使
所嘱咐的去做，娶了他的妻子』，这个
信仰的回应里相信，若瑟他在默默地
信仰见证里，宣报了救恩的大喜讯。若
瑟自己在这件信仰的事件中，获得了满
满的祝福与恩宠，因为他在耶稣还没
诞生前相信了天主的计划，而且他也
很有福气，因为他也是第一个人见到了
小耶稣的诞生。

在进入降临期第四周的同时，教会在
感恩祭礼仪中点燃了第四根降临蜡烛。
降临期第四主日要带出的讯息是：主爱
的人在世享平安。这个讯息出自于路加
福音第二章十四节的「天主受享光荣于
高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天主是
平安的神，信靠祂，顺服于祂的人比享
有真正的平安。天主的平安不是世界
能够给予的，因为天主的平安是内在
深处的满满的爱与慈悲。

我们的世界缺乏和平。这个世界陷入
一种严重的不和谐，也就是因着人性
的各种罪恶的追求，而造成了各种关

系上的破裂，失去信任，甚至出卖尊严
等等。天主起初所造的世界样样都好，
而如今却样样都陷入了质疑与罪恶的
束缚，完全与天主的创造目的背道而
驰。

天主看到了这个世界陷入了一种罪恶
的束缚。但天主没有放弃人类，祂积极
参与了人类的生活，而且还是主动为人
类启示了真正的平安只有在祂那里才
找得到。若瑟『思虑』了天主的事情，
他因此常常保持对天主的开放，也参与
了天主的救恩，所以他常有内在的平
安去面对各种外在的考验和挑战，因
为他知道天主必与他同在。

今天，天主也邀请我们成为和平与平
安之子。我们向若瑟的灵修看齐，一起
学习『思虑』天主的事情，尤其透过对
圣言的学习与反省，我们肯定会在圣神
的引导下翻转生命，成为新的受造物。
愿天主的平安常与大家同在，也期待
大家积极回应天主的邀请，思虑天主
的爱，成为和平与平安之子。

～撰文/王安当神父～

成为和平与平安之子 

从耶稣基督诞生的完整故事中，有包含
了我们在唱圣诞赞美诗时不容易想象的
元素。耶稣的家谱和血统远非完美，根
据著名的圣经学者雷蒙德布朗的说法，
我们都需要记得这一点,每当我们接受
而相信耶稣时，会面对到由于教会的不
完美、丑闻和糟糕的历史而想要拒绝教
会。耶稣可能是因着圣神成孕。然而，正
如福音清楚地记载，他的出身中有许多
地方与当代任何宗教信仰丑闻一样令人
震惊。
例如，在告诉我们耶稣的起源时，福音中
指出在他的家谱和历史血统中有许多罪
人、说谎者和阴谋家，这和其他圣人、诚
实的人和有信仰的男人和女人一样。
例如，我们在耶稣的家谱中看到一些男
人并没有完全体现耶稣的爱、正义和纯
洁。亚巴郎不公平地驱逐了依市玛耳和
他的母亲哈加尔，理由是天主偏爱某些
人而嫌弃其他人；雅各伯用诡计和不诚
实的手段，夺走了他哥哥厄撒乌长子的
名分；达味与耶稣的关联是明确地联系
在一起，但达味犯了通奸罪，为了掩盖情
妇意外怀孕的事，而谋杀了他情妇的丈
夫，然后娶她为妻。
此外，在耶稣的祖辈中提到的女性也好
不了多少。有趣的是，正如雷蒙德布朗所
说的那样，在提到耶稣的起源时没有提
到哪些女性。福音书没有提到撒辣、黎

贝加或辣黑耳，她们都被视为圣洁的女
性。他们提到了谁？
他们提到塔玛尔，一个客纳罕女人，一
个不信奉犹太教的人，她引诱她的公公
犹大，以便她可以生孩子。他们提到辣哈
布，也是客纳罕女人，也是一个外邦人，
她实际上是妓女。接下来，他们提到卢
德，一位摩阿布女子，她也不属于当时的
官方宗教信仰的人。然后他们提到巴特

舍巴，一个赫特女人，一个与达味通奸
的外邦人，并且还策划以确保她自己的
一个后代继承王位。
所有这些妇女都面对自己的婚姻或成孕
情况因不符合社会道德预期而受到谴责
的对象。但她们都是重要神圣工具，把
耶稣我们宗教信仰的遗产带给我们。福
音中将这些妇女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联
系起来是绝非偶然，因为她也发现自己
处于社会道德禁忌的受孕期，而且婚姻
状况也很特殊。
同时，除了耶稣血统中这些不那么圣洁
的人物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些塑造犹太
信仰的机构也不那么圣洁。当时制度化
的宗教遭受了许多与今天相同的问题，
包括滥用权力。事实上，以色列本身（也
许通过提及雅各伯对厄撒乌所做的事来
证明这一行为是正当的）从那些先前拥
有客纳罕人手中夺取了客纳罕地，并通
过神圣的特权声称拥有所有权。
最后，我们还看到，给我们耶稣的血统
中不仅建立在伟人和才华之上，而且同
样建立在穷人和微不足道的人身上。在
构成耶稣祖先的谱系中，我们看到一些
有名的，但也有一些不能宣称自己的特
殊性或重要性。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
人类血统中是参差不齐、有才华的人和
没有才华的人相应地产生。
这一切要告诉我们什么？也许雷蒙德布

朗最能捕捉到它。他说，这一切告诉我
们的是，天主写得笔直又曲折，我们不应
该接受过于理想化的基督，我们自己的
生命，即使以软弱和微不足道为标志，也
很重要去延续基督化身成人的故事。
正如布朗所说：“用弯曲的线条写下开始
的天主也用弯曲的线条写下了序列，其
中一些线条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见证。
天主通过同样看似混杂途径继续祂的工
程，祂是一个富于心计且高尚的天主，看
似不纯的但是纯洁的天主，向人施恩，
使世界所关注的男人和世界所反对的女
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如果要
在玛窦所讲述的家谱的最后部分去认识
耶稣基督故事中完全不为人知的人物是
一部分的挑战，那么要认识到今天不为
人知的人物是这个序列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基督教不仅仅适合纯洁、有才华、善良、
谦逊和诚实的人。耶稣基督的故事也被
不纯洁的人、罪人、诡计多端的人、骄傲
的人、不诚实的人和没有世俗才能的人
所写，并且一直在被写。没有人是生来就
如此糟糕，如此微不足道，如此缺乏才
能，或者如此排斥在信仰圈子之外，以至
于他或她在基督的故事之外。 

版权拥有者：荣·罗海瑟神父（Fr.Ron 
Rolheiser)

闪耀瑕疵的耶稣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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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讯）配合2022年世界青年日，加影圣家堂（HFK）
举办了一场为青年人的特别庆祝活动，Pesta K.A.M.I.。
吉隆坡总教区单身成人和青年办公室（ASAYO）与该
堂区英文组青年团体合作。由青年代表凡妮莎·詹姆斯
（Vanessa James）的带领下与来自加影圣家堂的80名年
龄在13至24岁之间的年轻人一起欢庆这活动。

这活动是在庆祝基督君王节弥撒后，在圣堂礼堂举行，
旨在为了重新点燃加影圣家堂的青年人的热情，尤其在新
冠疫情大流行后。当天早上9点30分在青年人的服务下进
行弥撒。蔡锦华神父主持弥撒随后与参与者进行了联谊。

在进行联谊交流的同时，每个人都被带到礼堂参加当天
的主要活动，首先是一个有趣的破冰游戏，名为“What's 
Up”游戏，参与者有1分钟的时间认识至少三个新朋友，
并以独特的“What's up”标语来介绍自己。

在参与者感到兴奋和充满活力的当儿，他们被引导
进入祈祷和敬拜的时间。 为了聚焦2022年世界青年日
的主题，“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路加福音 1:39
），来自ASAYO的讲师哈辛塔·克莱尔·费尔南德斯 
(Jacinta Claire Fernandez) 就主题和教宗方济各的信息
主持了一个环节。她与参与者一起做了简短和简单的分
享，让参与者抓住主题的重点，涵盖玛利亚匆忙的重要
意义和她毫不犹豫地服务于圣神呼召的愿望。年轻人也
可以像玛利亚一样，被呼吁将他们在教堂的社区视为自
己的家，因为信仰社区对于应对世界面临的持久挑战和
艰辛至关重要。

在活动结束前，Vanessa邀请与会者加入英文组青年
的官方的Whatsapp群组，以接收有关未来活动的最新
消息。蔡锦华神父随后受邀分享几句话，并带领参加者
进行闭幕祷和敬拜。活动结束前。所有参与者合影留念
后落下帷幕。

回顾2022年世界青年日庆祝活动的成果，这次活动的

宗旨是通过活动将加影圣家堂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进行
交流和相互了解。一些关键的收获来自弥撒，蔡锦华神
父分享说，尽管这个世界用如此多的诱惑来吸引我们，
试图获得我们的忠诚，但只有一位我们应该正确地称呼
祂为上主和主人。唯独祂是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的首
要和中心。

（美里讯）于2022年11月25日至27日来自美里教区约
500名青年聚集在罗东天主之母堂（Church of Mater 
Dei, Lutong）举行的为期三天两夜的活动。

在所有14个堂区的开幕游行结束后，吴对龙主教主持
开幕弥撒，并正式为这已有18年之久，没有再举行过
的活动，重新启动起来。上一次的活动是在2004年由
达岛堂区举行。

2022年美里青年日安排了各种活动，以激励青年继
续在各自的堂区青年部(PYM)服务，并呼吁积极参与圣
召生活，并配合主题取自路加福音 1:39，“玛利亚起
身并急速启程”。2022年美里青年日（MYD2022）原
定于2022年11月18日至20日举行，即前一周。但由于

马来西亚定于2022年11月19日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
因此推迟至下一个周末举行，好让年轻人可以去投票。

第一天的晚上是以营火之夜开始，大家一起唱歌，
相互认识。第二天参加者一起听Anysia（Christeens和
MYD2022协调员）分享了MYD2022的主题，“玛利亚
起身并急速启程”——路加福音 1:39，Andrian（Saint 
John Bosco Iban Youth CMD，MYD2022协调员）
带领参与者进行分享和反思，以及Sylvester Ngau
神父（特邀演讲者）谈到玛利亚无条件的爱和意
志。随后，少年们围绕罗东天主之母堂（CMD）进
行了各种互动驻站游戏。最后的压轴之夜是赞美节
（Festival of Praise）由Raphel Suyong（Light Youth 

Tudan，MYD2022协调员）和团队领导。这赞美节活
动在脸书（Facebook）上传直播，并宣布下一任的主
办方，和将美里青年日十字架（MYD Cross）、圣母图
标（Marian Icons）和蜡烛（Candles）移交给下一任
主办方拉坡堂区（Lapok Parish）来举办2024年美里青
年日（MYD2024）。

今年出席2022年美里青年日（MYD2022）的堂区青
年事工有来自达岛圣伯多禄堂（St. Peter’s Church 
Tatau）、瑟拔圣乔治堂（St. George’s Church 
Sebauh）、民都鲁圣安东尼堂（St. Anthony’s Church 
Bintulu）、双溪阿萨圣十字堂（Holy Cross Church 
Sungai Asap）、本拉伽圣方济各沙勿略堂（St. Francis 
Xavier’s Church Belaga）、尼亚圣米高堂（St. 
Michael’s Church Niah）、Gereja Indai Maria Bukit 
Peninjau 、拉坡圣家堂（Holy Family Church Lapok）
、隆拉玛圣体堂（Blessed Sacrament Church Long 
Lama）,隆撒圣保禄堂（St. Paul’s Church Long San）
、马鲁地善牧堂（Good Shepherd Church Marudi）
、林梦圣艾蒙堂（St. Edmund Church Limbang）、老
越圣玛丁堂（St. Martin's Church Lawas）、东姑花园
（Taman Tunku）的圣道明堂（St. Dominic）and玫瑰
堂（the Rosary Church）、以及主办方, 美里教区圣若
瑟主教座堂。

美里青年日由美里教区青年委员会组织，由各个堂区
青年事工和整个教区的青年事工组成。

2024年拉坡（Lapok）见！

（雪州蒲种讯）蒲种瓜达卢佩圣母堂中文教理班于12月3
日主办了中学生生活营。这是自疫情以来第一次的实体活
动。宗旨为促进老师与同学们的感情，认识教会礼仪年并
实行基督团体生活。

首先由公青带领的开始祷及歌颂赞美掀开序幕。
过后是破冰游戏。同学们需要依照列出的十二个特征，

寻找相匹配的朋友并写下其名字，名字不能重复。通过这
个游戏，同学间开始熟络，气氛也就相应融洽了许多。

再来是分组寻宝游戏。题目除了探测同学们对教理班、
堂区及将临期的认识，也考验组员间的合作精神。这包括
了邀请教理老师比爱心合照、录制圣诞歌曲、按照圣经章
节提示出外寻找相关的商店。同学们汗流浃背，心也火
热起来，都认同好玩、有创意、有回到OLOG（家）的感
觉。

最后是简介礼仪年。先让同学们了解教会礼仪年乃是纪
念耶稣的诞生死亡复活及再来临，认识教会一系列的礼仪
庆典，再深入浅出认识将临期四个主日的主题，反思醒悟
祈祷及悔改的重要性，并落实如何准备以基督为中心的圣
诞节。

这个生活营就在汗流与嬉笑声中结束。愿筹委的教理老
师和公青们在忙与累中也充满喜乐。

文/图：李金时

（山打根讯）2022年11月20日，圣玛莉主教座堂中文
主日学初领圣体班有三位孩子初领圣体圣事。对他们来
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因初领圣体在他们的生命中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天早上的主日弥撒由李承发神父主祭。早上六时
许，参与初领圣体的孩子们穿着整齐、端庄而纯白的服
装，在家长的陪同下，高高兴兴地抵达圣堂参加弥撒。

早上7时正，孩子们怀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随着游
行的队伍进堂，开始了当天的弥撒圣祭。他们专心地聆
听天主圣言。 初领孩子们也负责当天的奉献礼品，这
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新的体验，难免会感到既兴奋又紧
张。当领圣体时，三位初领圣体的孩子恭恭敬敬地领受
耶稣的圣体圣血。过后，他们安静地回到自己的座位献
上感谢的祈祷。

弥撒后，孩子们与李承发神父合照留念。當天，对这
些孩子们来说是极难忘、极重要的，因为他们在信仰的
道路上又迈入另一个里程碑！感谢主的带领。

文：杨玉娟  图：黄士南

2022年美里青年日圆满成功！

2022年世界青年日
“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

中学生生活营
回家的感觉真好

初领圣体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