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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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讯）为配合上个月在罗马举
行的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2022

（XWMOF22）的主题-家庭之爱：圣召与
成圣之路，吉隆坡总教区家庭生活部规划
为期一年的活动系列，将从2022年8月开
始至2023年7月。

根据家庭生活委员会的指导神师彼得安
东尼神父（Fr Peter Anthoney），总教区
将于8月21日在圣若望主教座堂举行感恩
圣祭以启动此项目活动。

彼得神父补充说，“廖总主教将主持感
恩圣祭庆典，为开始这一年的家庭生活活
动计划的里程碑。”他补充说，活动将依据

对家庭的重视以及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
2022的主题而应运而生。

彼得神父说，“在罗马会议期间，有多
位的夫妇和家庭分享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领域。我们将使用一些指导方针，并利用
会议的成果、意见为我们在总教区的堂区
组织类似的活动。我们的目标是响应教宗
的主题“家庭之爱：圣召与成圣之路”。同
时，也会考虑到Amoris Laetitia（爱的喜
悦）中的训导，可以帮助家庭牧民关怀的
外展，也是在世界家庭大会期间特别强调
及重要的家庭牧灵服务。

除了感恩庆典外，在2022-2023年举行

的一些活动计划包括关于Amoris Laetitia
的会议（重温文件）；依据XWMOF22选
定主题的Podcast家庭会谈；家庭式的朝
拜圣体；家庭式颂念玫瑰经/圣母月、玫
瑰月的朝圣之旅（2022年10月/2023年5
月）；向有需要的家庭（贫困、单亲、残疾
人、不幸的移民）伸出援手； 2023年家庭
日。

神父说，“总教区家庭生活委员会预计，
许多家庭将从这些即将举办的活动中受
益，我们也希望可以获得更多支持并能与
神职人员和各部委合作。总教区家庭生活
委员将不时提供更多信息和更新。

教宗：祖母们的信仰
把福音带给每一种文化

吉隆坡总教区家庭生活部规划为期一年的活动系列  

埃德蒙顿（亚洲新闻）- 信仰的本土化具有母性。在教会
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不讲祖母们的语言。教宗方

济各7月26日在加拿大土著人民朝圣的新阶段发表了上述讲
话。早上在宏伟的埃德蒙顿体育场在超过50,000人面前举行
弥撒后，下午-在圣亚纳和圣若亚敬的瞻礼上-他前往圣亚纳
湖朝圣，这是加拿大当地人的灵性所珍视的地方.一个讨论
福音与世界人民文化之间相遇主题的得天独厚的地方。

教宗方济各重新连接到福音“外邦人的加里肋亚”中被耶
稣多次穿越，“从地理和文化上来说，这是最远离宗教纯洁
的地方，集中在圣殿附近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把
加里肋亚海这个湖想像成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地方：渔民和税
吏，百夫长和奴隶，法利塞人和穷人，来自不同出身和社会
背景的男人和女人，都来了正是在那里，耶稣宣讲了天主的
国度：不是针对特定的宗教会众，而是针对当时和今天一样
从不同地方蜂拥而至的不同民族；在这样的自然剧场中，他
宣讲并欢迎大家”。“这个湖，以其所有的多样性，因此成为
前所未有的博爱宣言的场所；不是一场带来死亡和伤害的革
命，而是一场爱的革命。”因为“如果团结远方，博爱才是真
正的”。

但在这个兄弟之爱里，正是以圣亚纳的名义，教宗方济各
希望首先强调妇女的作用：“在土著社区中：她们占据着显
眼的位置，不仅是物质生活的祝福来源，也是精神生活的来
源。想起你的乳木果，我也想起了我自己的祖母。从她那里，
我第一次收到了信仰的信息，并了解到福音是通过爱心和生
命的智慧来传播的。"'。

母亲和祖母也是帮助治愈心灵创伤的人。“在征服的戏剧
性时期，瓜达卢佩圣母将真正的信仰传递给土著人民，说着
自己的语言，穿着自己的衣服，没有暴力或强加。不久之后，
随着印刷术的到来，第一个语法书籍和天主教教理都是用
土著语言制作的。那些传教士在这方面做了多少好事，他们
作为真正的传福音者，在世界许多地方保存了土著语言和文
化！

那么，这就是“母性文化融合”的组成部分。教会也是一个
女人，一个母亲。事实上，在她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信仰
不是用母语传递的，是由母亲和祖母传递的。然而，我们现
在面临的痛苦遗产的一部分源于土著祖母被阻止以自己的语
言和文化传承信仰这一事实。”

重新发现这张脸也意味着认识到‘我们所有人，作为教
会，现在都需要治愈：从封闭自己的诱惑中治愈，捍卫制度而
不是寻求真理，更喜欢世俗的力量而不是服务于福音。”在
天主的帮助下，让我们互相帮助，为建立一个令天主喜悦的

圣母教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能够拥抱她的每个儿子和女儿；
一个向所有人开放并与所有人交谈的教会；一个不反对任何
人，并遇到所有人的教会。

教宗方济各说：“有太多时候我们让自己受少数人的利益
所左右。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边缘，倾听我们兄弟姐妹中最
小的兄弟姐妹的呼声。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倾听那些在我们
拥挤和缺乏个性的城市中经常默默呼喊的人的痛苦：“不要
抛弃我们！”这也是那些冒着独自在家或疗养院死去的风险
的老人的恳求。代替感情而被处以死刑的病人也是如此。这
是被审问多于倾听的年轻人的低声恳求，他们将他们的自由
交给手机，而在同一条街上，其他年轻人四处游荡、迷失方
向、漫无目的、上瘾，只会让他们失望和沮丧，无法相信自
己或爱自己，或欣赏他们生活的美好。不要抛弃我们！那是
那些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人的呐
喊。”

教宗总结说：“亲爱的土著兄弟姐妹，我作为朝圣者来到
这里，也是为了向你们说，你们对我和教会来说是多么宝
贵。我希望教会在我们中间交织在一起，像你们许多人佩戴
的彩色带子的线。愿主帮助我们在治愈过程中向前迈进，走
向一个更加健康和更新的未来。”

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祈祷文
「Adsumus Sancte Spiritus」

天主圣神,我们因祢的名,相聚祢台前。
祢是我们的唯一导师,
请寓居我们心中;
指引我们该走之路,
教导我们如何践行。
我们生性软弱,容易犯罪;
不要让我们制造纷乱。
不要让我们因无知而误入歧途,
因偏执而犯错。
愿我们在祢内合而为一,
持守真理,实践正义,
同道偕行,迈向永生。
天主圣神,我们向祢呈奉以上的祈求:
祢时时处处运行不息;
祢与圣父及圣子,共融相通,于无穷世之世。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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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常年期第十八主日
（训一，2；二，21-23；哥叁，1-5，9-11；路
十二，13-21)

主内的兄弟姊妹：

从这主日到第二十一主日的福音中，耶稣逐
步教训我们要以终极的观点来考量生命。
终极在此指的是生命的最後目标，不是大
小事情的结束。美满人生并不取决於拥有
多少财产，所以只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
主前致富是愚蠢的做法（丙年常年期第十八
主日：路十二13-21）。我们必须致力於在天
上积蓄经久不朽的宝藏，如同那个忠信又精
明的管家那样（第十九主日：路十二32-48）
。这种行为态度与世俗的价值观截然相反，
常会导致那些不以终极观点看待生命的人
与我们敌对（第二十主日：路十二49-53）。
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作出正当的抉择，竭
力由窄门进入天国（第二十一主日：路十三
22-30）。

在这主日的福音中，耶稣教训我们该如何
正确地看待世间财物：「你们要谨慎，躲避
一切贪婪，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
并不在於他有丰富的资产」（路十二15）。人
生在世是为了在天主前致富，在天主认为重
要的事物上致富。那麽，什麽是天主认为重
要的事物呢？耶稣以糊涂富人的比喻向我们
解释说，重要的就是那能给人存留到永远的

事物。我们还可以问，世上真有什麽事物能
让人永远存留的吗？只有那能使人生活的事
物，才能存留到永远。若人只为自己聚敛钱
财，扩建仓房以屯积更多的物产，这人虽有
很多财产，但财产却会埋没了他的生命。这
些财产不仅是物产，也包括头衔勋章、文凭
证书、荣誉会员等等，许多人在其中失去了
自己。他们虽有丰富的资产，却实在穷困。

且让我们来细看主日福音的经文。有一个
人来到耶稣跟前，请求耶稣帮他化解分家
产的纷争。耶稣拒绝他的请求，但不仅没有
让他空手而归，反而教给他更重要的生活智
慧：谨慎地躲避一切贪婪，好能在天主前致
富。然而，耶稣的教训并非针对他一人，也
不是那与他争家产的兄弟，而是所有聆听耶
稣说话的人。耶稣用的是复数的代名词，「
你们要谨慎」（（路十二15节）。耶稣教训众
人认清财富的问题症结：财富原是天主的恩
赐，人理当善用它，不让它把人给埋没了（参
阅：「塔冷通的比喻」，玛廿五14-30）。善用
财富是在天主前致富，学会真正生活，走向
美好的永生。

人如何才算是真正生活呢？在耶稣所设的
比喻中，糊涂富人的困境是我们要避免的。

他从始至终都让人觉得是个生活极度空虚
的可怜人。他完全没有说话的对象，只能自
言自语。当天主最後跟他说话时，他不懂得
回应，也没有意识到应该求天主让他生活。
他真的已经不知道，或许再也没有能力知道
什麽是真正的生活。他现在早已存有了太多
的资产，却不使这些资产实际地对人对己有
益，反而还要忙於新建更大的仓房来收藏
更多的资产。这大仓房最终必将别人隔离在
外，而他自己则将活活地被埋没在内。他没
有朋友，连自己也来不及成为自己的朋友。
他总是对自己说：「以後你可以好好休息和
享乐」（路十二19）。然而，他却等不到以後
那麽一天。

那麽，他一生辛苦备置的资产将归谁呢？
真的有人能够善用他死後留下的资产吗？真
的有人会领他的情吗，或者为了他而又要再
次引起分家产的兄弟纷争呢？耶稣说的真
理绝对没错：「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
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夺
去」（玛廿五29）。比喻中的那位糊涂富人
之所以糊涂，正是因为他在丰富的资产中一
无所有；他原本就没有生命，所以连他现在
的苟延残喘，勉强存续的生命，也要向他索
回。虽然如此，耶稣在此确实无意判断或谴
责任何人。祂要我们醒悟过来，好好反省，
找到一条生命的道路，也就是把他人和自己
当人而不当物看待，使他人和自己都得享生
命，共苦也同乐。

这主日第一篇读经中的训道者是一位智
者，与那位糊涂富人截然不同；虽然他面对
的也是空虚的现世，但他坚持探索生命的意
义，寻求智慧。他深受死亡的困扰，认为世
人的命运并无异於走兽，「前者怎样死，後
者也怎样死」（训三19）。既然人人都得死，
那麽即便活了两千岁，也不比流产的胎儿幸
福（训六6）。训道者不得不因此反覆感叹：「
虚而又虚，万事皆虚」（训一2）。然而，他最
後却说出真理的智慧之言：「灰尘将归於原
来的土中，生气将归於天主，因为原是天主
之所赐」（训十二7）。这是训道者从「虚而又
虚，万事皆虚」（8节）中归纳出的结论。

训道者的苦恼成了对天主的强烈渴求。只
有绝对圆满的天主能填满我们绝对的空虚；
只有永远生活的天主能使我们永远生存。因
此，训道者邀请我们越过现世的局限，把眼
界提昇到更高层的信仰智慧。这种信仰的
智慧在太阳之下找不到，因为智慧与天主同

在，但天主却乐意把「智慧、学问和欢乐，赐
给祂所喜爱的人」（训二26）；「智慧赋与有
智慧者生命」（训七12）。

我们很多时候因缺乏信仰的智慧，而看不
见生命的意义。我们很多时候被生活中繁琐
和循环不息的事物困扰。我们工作，我们休
息；我们欢笑，我们哭泣；我们犯罪，我们求
宽恕。我们与人做朋友，却又与朋友争吵；
我们去帮助人，可是又在帮助人的过程中伤
了人。在这日常生活的循环运转中，我们真
的很可能会迷失自己，失去生活的方向，忘
掉生命的目标，甚至放弃我们的使命。我们
然後就陷入一种对生命悲观和消沉的态度，
认为生活确实是虚而又虚，毫无所益。

训道者告诉我们，生活虽然看起来是空
虚的，但是生活却真正具有目的和意义。我
们的使命就是为提昇自己，越过这世俗循
环不息的生活，进入到属灵的更高层面。在
那里，我们将会碰触到自己，并再次找到自
己。用基督信仰恩宠的眼光看，我们就是要
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耶稣基督的临在，一如圣
保禄所说的：「基督就是一切，并在一切内」
（读经二：哥三11）。只要我们将耶稣基督放
在我们生命的中心地位，事事以耶稣基督为
我们生活的原动力，以耶稣基督的情怀关心
我们的生活环境，以耶稣基督的精神待人处
事，我们就必定能以信仰的智慧看待人生。

因此，我们有信仰的人不能像无信仰的人
一样，否认复活，认为死後形神具灭，完完
全全的消失。保禄对此说的好：「如果死人
不复活，『我们吃喝吧，明天就要死了！』」
（格前十五32）。我们有信仰的人不能削减
生命内在的丰盛，只顾增添生命外在的拥
有，把生活本质减化为生活形式；因为我们
既然在圣洗时成了基督的人，就该度相称
於基督的生活，「就该追求天上的事，一切
都因主耶稣的名而作，藉着祂感谢天主圣
父」（哥三1，17）。

我们要感谢天主赐给我们复活的信仰，
有能力在繁琐和看似虚无的世上以终极
的观点、用永恒生命的眼光，看清我们现
世生命的意义。让我们在此时此刻学会真
正生活，并且懂得赞赏永生的美好。让我
们祈求天主助佑我们在祂前致富，在生命
的恩宠上加赐给我们永生的恩宠。    阿
们。

～ 张德福神父 ～

耶稣会的创始人正在追求军事上的
荣耀及富贵时，一枚炮弹炸坏了他

的一条腿。在他疗伤期间，因为找不到
浪漫的小说看，他只好阅读耶稣的行实
及许多圣人的传记来消磨时光。他的良
知深受感动，由此开始归向天主。这段
路程是漫长而艰苦的。在一次显现中，
他目睹圣母的颜容，便决意去蒙色辣供
奉圣母的地方朝圣。他在附近的曼勒沙
居留了几达一年，有时与道明会会士在
一起，有时就住在农民招待所，大多数
时间是在山上岩洞中祈祷、守斋、领圣
事、作补赎--他都得不着安慰。最后他
终于恢复了心灵的平静。

就在这转变的一年中，他开始记录一
些资料，这些记录后来成为他最杰出的
著作--《神操》。

依纳爵终于得偿所愿，前往圣地，可
是由于土耳其人的敌视，他不能按照计
划留居该地。以后的十一年，他都是在
欧洲各大学度过；他不顾一切困难，好
像蒙童一样，从头学起。当时人心惶惶，
彼此猜忌，他曾两次被捕下狱，尝过短
时期的铁窗风味。

1534年，依纳爵33岁，他和其他六个

同志（其中一个是方济沙勿略）许愿度
一个贫穷贞洁的生活，并要设法前去圣
地。如果不可能，他们愿意服从教宗的
差遣，献身到各地传教。前往圣地既不
可能，他们唯有选择后者。四年之后，这
个新团体--耶稣会由教宗保禄三世批
准成立，终于成为一正式的修会。依纳
爵获选为第一任总会长。

会士们纷纷被教宗派往各传教区，
依纳爵却留驻罗马，巩固这个新修会。
他于百忙中抽暇成立了一些中心，为孤
儿、慕道者和忏悔者服务；又创立了罗
马学院，使它成为修会其他学院的模
范。

依纳爵是一个真正的默归者。他把
他的精神生活集中于基督教的主要基
础--三位一体、耶稣及圣体圣事上，他
的精神就在耶稣会的格言中表现出来，
那就是“愈显主荣”。在他的观念中，服
从是最卓越的美德，保证会士的效能与
易于调动。所有行动都受热爱教会及绝
对服从教宗的精神所指导。因此，所有
会士都要发第四誓愿，为了拯救灵魂的
工作，无论教宗派遣他们往哪里，他们
一定服从。

《圣人传记》
七月三十一日    圣依纳爵罗耀拉司铎

(St. Ignatius of Loyola)  

善用财富在天主前致富 

能够扫除一切险阻，披荆斩棘地去实现毕
生的理想，真是谈何容易！若翰、维雅乃年
轻时就有个理想--希望能成为一位神父，
可是，搁在眼前的，就是困难重重。首先他
得要完成中等教育课程，但为进修神哲学
课程，这程度仍然是不够的。

当时，修士的主要课程是拉丁文，不合格
就等于没有做神父的资格。维雅乃因资质
问题，拉丁文落第了，迫得他不能继续修
读神哲学课程。可是，他不气馁，私下拜师
学习，而他本人是孜孜不倦。年复年，月过
月，终于得偿宿愿，升了神父。

不久，他被任命为雅尔斯堂区的本堂神
父，那里的居民好逸恶劳，终日讲的只是享
受，为免受颓风感染，维雅乃过着严厉的克
己生活，他说：“只有祈祷和克己才能把魔
鬼赶走。”

后来还跟嘉芙莲·拉西尼和伯尔纳德·
那德合办了一所名为天主德能女童院(La 
Providence)。凡进入此院的女童都得到精
神上和物质上的需要。也只有完全依靠上
主的人，才能有此伟大的成就。

维雅乃神父以听告解闻名当时，虽是悠
长、严寒的冬季，他仍每天听告解十一至十
二小时。在夏季则增至十六小时之多。由此

可见，他是多么敬业乐业了。
经过了一段日子的辛勤工作，很多人都会

有休息或退休的念头，去做一些平时自己
喜欢而没法抽空做的工作。可是维雅乃丝
毫没有这个念头，他一心只想着为天主的子
民服务，把一生精力完全贡献出来。

魔鬼最恼怒敬爱天主的人，所以维雅乃
在休息的时候，往往都给骚扰得辗转难
寐。相信，除了有理想、有斗志的人外，谁
会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维雅乃神父特别推崇集体祈祷（即礼仪
祈祷），他说：“私下的祈祷就活像一根东
歪西倒的稻草，要是用来点火，也只能吐出
微弱火舌。相反，把这些稻草一并收集起
来，点上火种，即成了一团冲天的火柱，集
体祈祷之妙，即在于此。”

《圣人传记》
八月四日    圣若翰·
维雅乃司铎 (St. John 

Mary Vian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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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正
在加拿大进行的忏悔的朝圣之

旅，在7月26日这一天更是呈现出教会的
色彩。当天的两项活动都意义深远：上
午在埃德蒙顿“英联邦体育场”主持弥
撒；下午则前去参与“圣亚纳湖朝圣活
动”。从参与的信众，尤其是原住民信
徒的面容上都反映出属于这个教会的自
豪感。

天主教信仰传入加拿大的历史是随著
欧洲人于公元16世纪发现这片土地而开
始的。1534年7月7日，一位法国神父在
当时法属的加斯佩（Gaspé）半岛的海
滩上举行了首台弥撒。随著魁北克城于
1608年创立以及1642年玛莉别墅区，即
今日蒙特利尔的建立，殖民开拓于是开
启。许多法国男女修会派遣传教士在原
住民当中展开密集的传教活动。

深入休伦人部族的耶稣会士们的成绩尤
为显著，他们在17世纪的传教工作极其
兴旺，泰卡维达（Kateri Tekakwitha）的
见证就是一个实例，她是首位北美洲原
住民圣女，2012年10月21日由本笃十六
世主持了封圣礼，并与亚西西的圣方济
各一起成为环境的主保。

18世纪中叶，英国人的到来使天主教
会陷入困境。不过，在初期的困难后，
随著19世纪上半纪天主教徒的权利在
英国得到承认、天主教信仰能够在讲英
语地区自由传播，朝向公民社会共处迈
进的行程进展得很快。东方礼的教会也
对天主教会在加拿大的发展起到重要作
用，尤其在大量东欧移民抵达的西部地
区，乌克兰移民占多数，而且乌克兰
教会也是在加拿大人数最多的东方礼教
会。

天主教会是加拿大最大的宗教团体，领
洗的教徒占国民的44%；随后是不同教

派的基督教新教徒，几乎是国民的三分
之一；东正教徒不到2%。接著是一些少
数宗教团体，其中穆斯林占3%，而犹太
教徒、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各占1%。

宗教、种族和文化上的复杂性及多元
化形成了这个国家的强烈特征，在过往
的历史上不乏紧张和冲突的情况，也对
天主教会在加拿大的“存在方式”深具
影响。这牵涉到天主教会与其它教会和
其它宗教信仰，以及与整个加拿大社会
的关系。这个社会就如整个西方世界那
样，经历了严重的世俗化。

除了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信友的信仰

冷淡、远离教会，以及圣召减少外，如
今更要面对西方社会中新形式的社会、
文化及司法上的现实。这些包括：辅助
生育、克隆人、家庭和婚姻的状况、安
乐死和协助自杀。在过去的20年，教会
多次有力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尤其通
过促进家庭与生命组织（Ocvf）发声。

此外，教会也致力于保护生命，坚决维
护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生命，并支持建
立在男女结合基础上的自然家庭。基于
这个观念，教会反对同性结合（自2005
年起被合法化），反对代孕母亲的实施
（自2007年起仅将无偿提供的形式合法
化），同时也反对在学校内推广性别意
识形态。

在其它重大的议题上，加拿大教会也总
是积极参与讨论，如世界和平、裁军、
可持续发展、环境、社会正义、维护加
拿大原住民、外来移民，以及社会边缘
人的权利。教会透过主教团正义与和平
委员会及促进发展与和平常务委员会来
推展这项工作。此外，加拿大教会多年
来对原住民格外关怀，主教们承认在欧
洲殖民者带给原住民痛苦的历史中，教
会的一部分人负有责任。

2021年夏天，在一些天主教寄宿学校
旧址发现原住民儿童的遗骸引起轩然大
波后，加拿大主教团为教会成员过去的
恶行正式道歉并请求宽恕，积极与第一
民族领导人合作以查明真相。同时，教
会提供资金帮助治愈及和解的进程。在
这个背景下，教会决定让寄宿学校幸存
者、加拿大主教及原住民领袖于2021年
12月访问梵蒂冈，但鉴于疫情，这个计
划于2022年春天才得以实现。

（梵蒂冈新闻网）大地母亲在呼
求，受造物、穷人、原住民和

展望未来的我们的儿女在呐喊：环境退
化和被过度开采是我们需要应对的“挑
战”。这需要个人和团体的生态皈依：
要有所行动！教宗方济各在为今年照料
受造界祈祷日发表的文告中，作出上述
反思，同时也对国际社会发出沉痛呼
吁。这一天将开启“受造界时期”，一
直持续到10月4日圣方济各瞻礼日：“这
是众基督徒共同祈祷及照料我们共同家
园的特别时期”。

今年的照料受造界祈祷日将于9月1日举
行，教宗的文告于7月21日在圣座新闻室
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布并加以介绍。文告
的主题是：“聆听受造界的声音”。教
宗表示，这个声音一方面是赞颂上主造
物主的甜美的歌声，另一方面也是“控
诉我们人类施加虐待的悲苦之声”。大
地母亲呼求苍天“阻止我们对受造界的
侵害和摧毁”。

教宗写道，聆听这些悲苦的呼喊，“我
们必须忏悔和改变有害的生活型态及系
统”。我们共同家园的退化状况是一项
挑战，需要“像其它的挑战那样，得到

同样的关注”，如“严重的卫生危机和
战争冲突”。做天主化工的守护人不是
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一种“品德
高尚的生命”必不可少的部分。

因此，教宗方济各著眼于两个重要的国
际会议，即11月在埃及举行的第27届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和随后一
个月在加拿大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前者仍将把“尽可能紧急地”减少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置于中心，
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将全球变暖
控制在不超过1.5°C，圣座也加入了该协
定。

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目
标，教宗为此祈愿实施“气候计划”
或“在国家层面取得决定性的成绩”。
教宗指出，“这关乎改变消费和生产模
式，以及更加尊重受造界和各国人民的

人类整体发展的生活型态”。这一切都
必须以“人类与环境的联盟”为基础，
对我们有信仰者来说，它反映了天主造
物主的爱，而且尤其关注那些受气候变
化打击最严重的人。

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加拿大会议也同
样重要。这次会议旨在“阻止生态系统
受到破坏和物种灭绝”，也就是避免生
命网络进一步“崩溃”。

教宗提出，“我们要祈祷并呼吁各国就
四个关键原则达成共识：为我们拯救生
物多样性所需的转变，建立明确的道德
基础；抵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支持对
其保护和恢复，并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
人们的需求；促进全球性的团结互助，
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的共同利益，
这需要一种共同的承诺；将弱势处境的
人置于关注的中心，包括因生物多样性
丧失而受打击最重的人群，如原住民、

年长者和青年”。
不仅如此，无论是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还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教宗都呼吁较富裕
的国家采取“更有雄心的措施”，因为它
们在最近两个世纪造成的污染所负的责任
最大，无可置疑地欠下“生态债务”。这
就要求各国采取行动、履行对气候予以财
政支持的承诺，并且以新形式的支持来保
护生物多样性。最贫穷的国家也有重大却
是“不同”的责任。“别人的拖延绝不能
为自己的无所事事作辩护”。

最后，教宗重申去年10月16日向“人民
运动”第4次世界大会的与会者发表视频
讯息的呼吁：“我愿以天主之名，要求大
型采掘公司，包括采矿、石油开采，以及
林业、房地产、农业食品在内，应停止破
坏森林、湿地和山脉，停止污染河流和海
洋，停止毒害人民和食物。”

加拿大教会的起源及行程：
从首台弥撒到今日的挑战

（梵蒂冈新闻网）7月26日周二，
在深受北美原住民敬爱的圣

妇亚纳和圣若亚敬的纪念日，教宗方济
各于加拿大时间当天上午10点15分在
埃德蒙顿（Edmonton）英联邦体育场
（Commonwealth Stadium）主持弥
撒圣祭，参礼的信友达5万多人。

教宗在讲道中，首先提及当天是耶稣
祖父母的节日，邀请在场参礼的信友记
住我们的先人，因为我们从祖父母那
里“学到了善良、温柔和智慧”。“他
们在我们恐惧的时候牵著我们的手；在
夜晚的黑暗中让我们安心；在我们面临
人生选择的时候，他们鼓励我们。”在
我们祖父母的家中，“我们呼吸到福
音的芬香，藉著钟爱、鼓励、关怀和亲

近，在方言土语中信仰开始传递”。
教宗说道：“作为个人和教会成员，

让我们努力学习，永远不要压迫他人的
良心，永远不要束缚我们面前的人的自
由，特别是永远不要忘记爱护和尊重我
们的先人以及被托付给我们照料的人，
他们是宝贵的财富，他们守护著比他们
自己更伟大的历史。”

接著，教宗提醒众人永远不要丢失那
孕育我们生命的记忆和历史，却要去与
年长者交谈。“面对今天要作出选择
时，我们要自问，如果他们是我们，他
们会怎样做呢”。教宗说道：“我们总
是在家里添置更多的设备，现代的和实
用的东西，可是我们懂不懂得腾出适当
的空间来保存他们的记忆、一个专门存

放家庭纪念物的小角落，通过图片和珍
贵的物件来唤起我们对我们先人的思念
和祈祷？我们是否珍藏著我们先人的圣
经和玫瑰念珠呢？”

教宗继续提醒道，我们要从先人的记
忆出发，去成为创造生命的人。教宗
说：“很多时候，衡量生命的标准是一
个人赚到的钱、取得的事业、成就和从
他人那里获得的尊重。”真正关键的问
题是：“我正在创造生命吗？”“我们
愿留给我们的后代什么？一个活泼的信
德还是肤浅的信仰，一个建立在个人利
益或兄弟情谊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和平
或战争的世界、一个饱受摧残的受造界
或是一个仍然舒适的家园呢？”

“上主不愿我们只是批评制度，祂不

愿我们封闭自己和‘向后退缩’，而
是希望我们成为新历史的工匠、希望
的编织者、未来的建设者以及和平的
缔造者。”

随后，教宗说道：“我们的祖父母和
年长者渴望看到一个更公正、更友爱
和更团结的世界，他们为了给予我们
未来而奋斗。如今，轮到我们了，我
们不要让他们失望。”

最后，教宗在欢呼和歌曲声中，向
众 人 发 出 了 共 同 前 行 的 邀 请 。 教 宗
说：“让我们共同前行，让我们一起
梦想，让我们不要忘记圣保禄对他的
弟子弟茂德的忠告：你要记著你的母
亲和你的外祖母。”（参阅：弟后一5
）

教宗方济各：传承先人的智慧，成为世界新历史的工匠

教宗访问加拿大  (AMBER BRACKEN)   

2022年照料受造界祈祷日：
以行动回应大地的“痛苦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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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讯）于7月22日的傍晚，来自
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与其他信仰的

教徒一起，为该地区的和平、平等和宗教
自由举行首次基督徒合一祈祷会。

据《婆罗洲邮报》报道，在 7 月 22 日砂
拉越日，约 1,200 名主要是基督徒、以及
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
巴哈伊教徒参加了在印章路基督教普世崇
拜中心举行的聚会。

古晋总教区傅云生总主教主持开幕祈祷
时，特别强调砂'拉越的和平、和谐和尊
重，让每个人都有权平等地发展自己的才
能和潜力，以及实践自己信仰的自由。博
总主教说道，“今晚我们庆祝砂拉越日
时，我们的祈祷和愿望是，我们心爱的砂
拉越，‘tanah airku’，成为一个让每个
人都生活在和平、和谐和受尊重的更好
地方；让我们身体和精神上的健康成长，
让每个人拥有发展自己的才能和潜力的
平等权利，以及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自
由。”

傅总主教说，“在我们独立的59年里，
我们的砂拉越州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
展。我们在祢的庇佑中充满喜乐，为此我
们感谢祢，也感谢我们社会的每一位成
员，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成就今日的
砂拉越。”

博总主教在合一的祈祷中祈求上主的祝
福和护佑砂拉越，州领导人，宗教领袖和
每个公民继续表达对砂拉越和马来西亚的
爱，身为砂拉越人尽最大努力领导和建设
这个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这个特殊的2022年砂拉越日普世祈祷会
是砂拉越教会协会（ACS）在因疫情大流
行而中断两年多后组织的第一次联合祈祷
会。

祈祷会的主题为「你将成为一个福源」

（创12：2），由英国圣公会的圣多默主
教座堂主办，并在社交媒体上做现场直
播。

当天的祈祷会是以色彩缤纷的游行开
始，来自Bandar Baru Samariang的圣尼
古拉斯（St Nicholas）和St. Paul's Siol 
Kandis，Petra Jaya的成员穿着美丽的传
统服装游行，而持旗者是来自塔布安再也
（Tabuan Jaya）圣公会的圣西蒙马利哈
（St Simon Malihah）和圣多默主教座堂
（St Thomas Cathedral）。

随后，马来西亚和砂拉越国旗在国歌和
州歌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

副总理拿督斯里道格拉斯乌加恩巴斯
（Datuk Amar Douglas Uggah）和拿督斯
里沈桂贤博士、农业现代化和区域发展部
长拿督斯里斯蒂芬伦迪乌托姆博士（Dato 
Sri Dr Stephen Rundi Utom）、其他宗教部
（Unifor）主任理查德隆（Richard Lon）
和组委会主席The Very Revd Kho Thong 
Meng出席了祈祷会。

祈祷会的出席者还有砂拉越暨汶莱圣公
会的丹拿·祖德 (Danald Jute) 牧师，以及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婆罗洲福音传道会、
卫理公会砂拉越伊班年会、救世军、卫理
公会砂拉越华人年会、神父 、牧师、长老
和其他信仰的朋友。

新加坡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
是国家文物。在经过五年翻新于

上月重新开放以来，吸引了数百名天
主教徒和游客。

新加坡总教区吴成才总主教在6月30
日的教堂重新开放弥撒中说，自从这
座有110年历史的圣若瑟教堂重新开放
后，「可以说，我们发现了这个团体
的信仰历史」。

这位于上月被教宗方济各㩴升为枢
机的主教说：「这就是我们欢欣鼓舞
的原因——因为了解我们的历史就是
了解我们的信仰，欣赏我们拥有的一
切。」

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和博客显示，自7
月4日恢复常规平日弥撒后，教堂的访
客人数有所增加。

裘德·德克鲁兹(Jude de Cruz)在
Facebook上写道：「去了平日弥撒！
！！！我终于可以去圣若瑟堂了，这
是我童年的美好回忆。」

在 澳 洲 留 学 的 玛 加 利 大 · 琼 斯
(Margaret Jones)写道：「回到新加坡
后，我想去教堂看看。我在这教堂度
过了多年的童年时光，包括在大门口
的活动中分发教堂传单。」

堂区主任若瑟·洛佩兹(Joe Lopez)
神父说，堂区团体计划让教堂成为所
有「希望从辛劳的生活现实中得到休
息者」的包容中心。

洛佩兹神父说：「我们将专注于建
设教堂精神，这是一个包容的地方，
不仅为天主教徒，也为任何从生活的
艰苦中寻求慰藉和安慰的人。」

在重新开放的礼仪上，吴总主教感
谢那些支持翻新的人们。

这项工作包括修复教堂、神父宿舍
和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耗资约2,520
万美元。新加坡国家文物局仅资助了
190万美元，其余来自捐款。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于2005年1月14
日将该教堂列为国家文物。

葡萄牙传教士于1853年建造了圣若
瑟教堂，因它早期服务于新加坡的葡
萄牙和马六甲欧亚天主教徒而被称为
「欧亚教堂」。

随着天主教团体的发展，旧建筑于
1905年被拆除，被目前的结构在1912

年取而代之。
据 《 海 峡 时 报 》 报 道 ， 葡 萄 牙

历史学家玛奴耳·特谢拉(Manue l 
Teixeira)神父在其著作《葡萄牙人在
马六甲和新加坡的传教 (1511-1958) 
》中称，这座教堂是「整个马来亚最
美丽的教堂」之一。

这座哥特式复兴风格的教堂可同时
容纳1,500人。

教堂的历史与葡萄牙在新加坡的传
教使团息息相关，该传教使团于1826
年从印度果阿首次抵达新加坡。

根据圣若瑟堂网站的资料，果阿的
葡萄牙总主教于1886年将葡萄牙驻新
加坡和马六甲传教使团的辖权移交给
澳门的葡萄牙主教。

新加坡的杨瑞元总主教与澳门教区
高秉常(Arquimínio Rodrigues da 
Costa)主教于1981年7月1日签署了一
项协议，结束了该堂95年的双重教区
管辖权。

为 保 持 教 堂 的 葡 萄 牙 特 色 ， 直 至
1999年12月31日前澳门主教仍继续向
该堂区派驻堂神父。

该教堂于2012年庆祝其百周年纪
念，活动有超过千参加。新加坡谢益
裕总主教、宗座大使莱奥波尔多·吉
雷利(Leopoldo Girelli)总主教和该堂的
主任总张弥额尔(Michael Teo)神父一
起主持了弥撒。

在现代新加坡建国50周年之际，现
任教廷国务卿伯参禄·帕罗林(Pietro 
Parolin)于2015年8月16日在圣若瑟堂
举行了弥撒。

由香港“明爱之友”主办的“明爱暖
万心”慈善晚会于7月16日举行。

截至7月18日，晚会已为香港明爱筹得近
1000万元善款。

据香港《公教报》报道，慈善晚会由香
港教区周守仁主教、“明爱暖万心”慈
善晚会主席黄伟雄、尖东广场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罗守辉、2022年度明爱筹款委
员会主席梁铭谦及“明爱之友”主席陈
德权一同主持亮灯仪式，祝福香港明爱
迈向70周年。

周守仁主教呼吁市民支持明爱的服务，
说道：“香港明爱就如一条充满关爱的
桥梁，致力扶助弱势社群，务求做到长
幼伤健一家亲，衷心希望大家能够‘以
小善行大爱’。”

慈善夜以《匈牙利舞曲第5号》揭开
序幕，并有群星倾力演出。当晚播出
多个受惠个案专访，包括明爱乐义学
校演艺学苑、“活孩子乐爸妈”读写
障碍支援计划、明爱劳动友善社区计
划、GogoWish 愿望乘车计划、明爱宁安
服务计划及宝血医院（明爱）纾缓公营
医院压力协作计划。各个真情流露的故
事，让观众感受明爱服务如何以生命影
响生命、以爱缔造希望。

另外，晚会追思并怀念明爱多年恩人、
今年2月主怀安息的利孝和夫人，以经典
乐章《黄河协奏曲》向利夫人致意。

关于香港明爱
香港明爱于1953年7月由天主教香港教
区创立。目标是为贫苦大众提供救济及
康复服务。“明爱之友”则由一班认同
明爱工作理念的热心志愿人士组成，于
1996年8月27日依据香港公司法例成立。

新加坡百年教堂翻新后吸引更多访客 【公教新闻】|香港

“明爱暖万心”慈善晚会，

以小善行大爱

河内（信仰通讯社）—越南首都
河内总主教区副主教阮文升神

父在总主教区教育委员会筹备主教
会议大会上发言指出，修道生和司
铎的培育以及他们的传教意识，对
越南教会生活而言至关重要。本次
会议，是响应教宗方济各的号召，
与普世教会一道共同迈向共议制议
题的世界主教会议。

阮神父继续表示，“迫切需要更新
司铎的培育进程”。要培养“思想
高尚、热心共融与传教，并在生活
中充分体现耶稣基督形象的牧人”

。除家庭和所处环境外，每一名青
年司铎候选人要有一位帮助他们探
索司铎圣召之路的导师。培养身心
健康、诚实、正直、心智成熟、懂
得处理人际关系、善度健康精神和
祈祷生活的候选人。

河内副主教指出，修道院肩负着伴
随修道生在知识、人性和灵修各方
面健康成长的任务。河内总主教区
启动了堂区本堂司铎伴随和分享传
教经验的行动，筹备迎接共议制主
教会议。

讲话中，河内总主教区总主教武文

天蒙席强调，“在教会内，司铎培
育十分重要。因为事关教会未来。
这是全体天主子民的共同责任”。

今 天 ， 越 南 教 会 高 度 重 视 教 育 。
二O二二年在大叻教区举行了全国大
修道院会议，主题是“福传历程以
及按照郎伯尔主教（巴黎外方传教
会会士）的思想建设越南教会”。
太平教区圣十字架大修道院执行院
长范文超神父指出，“不断效似基
督，司铎蒙召善度福音生活：对修
道生而言，要学会为天主、为他人
奉献是十分重要的”。

越南-司铎的培育和传教意识对教会至关重要

新加坡维多利亚街有110年历史的圣若瑟堂
翻新后的外观。（图片：新加坡圣若瑟堂）

砂拉越日 - 
基督徒合一祈祷会

基督徒于7月22日在马来西亚砂拉越举行的基督徒合一祈祷会上祈祷，以纪念该州的独
立日。 （图片：圣公会圣多默主教座堂 Facebook 直播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