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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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座圣赦院5月30
日周一颁布一道法令，宣布善

度第二届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信友
获得全大赦的相关规定。本届世界祖父
母和年长者日将于今年7月24日举行。

除了惯例条件以外，该法令宣布获得
全大赦的若干条件。所获大赦也可让与
在炼狱受苦的灵魂。

1、祖父母、年长者和信友于7月24日
本著真正痛悔和仁爱的精神参与教宗
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的隆重庆
典，或在世界各地举行的礼仪，可获得
全大赦。

2、在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当天，
信友付出充分的时间，亲自或通过传播
工具在线上探访那些有需要或在困难

中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例如患病者、被
遗弃者和残障者），可获得全大赦。

3、患病的年长者和所有那些因严重
原因不能出门者，他们在精神上参与世
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神圣礼仪，特别
是在大众媒体传播教宗的讲话和不同
庆典时，向慈悲的天主献 上他们的祈
祷、痛苦和生活中的磨难，可获得全大
赦。

圣赦院所颁的大赦是“来自教会天上
的宝藏”。授予大赦的惯例条件是领受
修和圣事，领圣体并按照教宗的意向祈
祷。该法令还强烈敦促司铎们要“随时
待命，以慷慨的精神”为信友实行修和
圣事，好能让信友通过教会的钥匙权而
获得神圣的恩典。

（吉隆坡讯）于2022年5月28日， 慕道团再次举办
了一场线上培训，主题为“重温成人入门圣事

礼仪”，对象是慕道班的协调员、分享员和推动员等。当
天的培训以两种语言（英、华文）同步进行，但是分别在
不同的线上平台，通过主办方邀请的讲师及安排，为英
文组和华文组的参加者给于培训。

这次华文组的讲师是来自东马刚晋铎的李承发神父 
(Fr. Raymond Lee) 。当天华文组参与培训的大约有50
位，除来自吉隆坡总教区属下各堂区代表出席以外，也

荣幸有槟城教区、怡保和东马的代表参加。
首先，李神父以圣言分享，玛 28：16-20作开始。然后

给大家重温慕道班的4个阶段，从问道期到慕道期， 进
入净化光照期， 到最后的释奥期/习道期。在这4个阶
段，慕道班的工作人员如何通过各礼仪：收录礼、甄选
礼、入门圣事和派遣礼，来协助慕道者一步步进入候洗
者， 然后成为教友的身份。 

李神父继续讲解各礼仪的意义，让参与者了解这一切
都是教会的宝藏，天主爱祂子民的方式。虽然有时礼仪

会给人感觉繁重，但当我们深入地参与时，会藉着礼仪
的经文和仪式被触动，感受到天主满满的恩典。虽然疫
情的关系，这两年的礼仪都被影响，有些在线上进行，
形式也用其它方法进行等。但这也阻挡不了候洗者接受
领洗的渴望。天主有祂的办法去感动候洗者们。

在当天，李神父为要了解各参与者的回馈，准备了3
道问题，要求参与者把各自的答案/感受或想法发邮件
给他慢慢细读。培训当天分成3个阶段，间断有休息时
间。在培训最后的阶段，是问与答（Q&A）的环节， 参
与者提出了些疑问来讨论。此慕道班线上培训，虽只
有短短几小时，每个参加者都获益不浅。衷心感谢主
办单位，吉隆坡总教区教理推广中心（Archdiocesan 
Catechetical Centre）, 讲师李承发神父和所有参加者
的出席。

此活动顺利圆满的进行。盼接下来藉圣神带领可以筹
办更多的培训， 让各堂的慕道班协调员，分享员和推动
员更了解本身使命，继续让更多未认识天主的朋友，去
认识天主和了解罗马天主教信仰。

慕道团举办线上培训
“重温成人入门圣事礼仪”

圣座圣赦院颁布第二届
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
全大赦相关规定

教宗与年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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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圣神降临节
（宗二，1-11；罗八，8-17；若十四，15-

16，23-26）

主内的兄弟姊妹：
我们上两个主日先後从「耶稣到天父那
里去」和「耶稣在天父那里」的意义，一
起思索了耶稣的光荣生命对我们的实际
效益。这主日我们庆祝圣神降临节，感谢
天父因耶稣的名字派遣圣神来到我们中
间，更感谢「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一同
作证：我们是天主的子女」（读经二：罗
八16）。对我们基督信徒来说，相信圣神
不只是一个信仰上的信理而已，更是一
股具体生活上的动力。我们虽然无法直
接看到圣神，但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
圣神临在我们生活中的效果，也就是耶
稣光荣生命的效果。

每年圣神降临节，我们都要诵读《宗徒
大事录》这一篇绘声绘色的读经。这篇读
经用非常强而有力和震撼人心的形象来
描述圣神：响声、暴风、火舌。这是威武
的天主显现自己的形象。一如天主曾以神
奇的作为把旧约子民领出埃及的奴役（出
十九16-19），现在祂以「德能、奇蹟和徵
兆」（宗二22）把新约子民领出死亡的奴
役，又更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充满他们，赐
给他们语言的神恩，叫他们「讲论天主的
奇妙作为」（宗二11）。唯一不同的是：旧
约子民对天主的显现感到畏惧而颤抖（
出十九16），新约子民则充满勇气、信心
十足（宗二14）；旧约子民仍然害怕死亡（
出廿19），新约子民则以大无畏的精神，
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宗二32）。

的确，新约子民现在明白了，我们不必
一直询问为什麽「恶」总是存在，但我们
却必须懂得如何与恶势力共处，就如耶稣
曾说的：「看，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
群中，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纯朴如同
鸽子」（玛十16）。恶的势力总是来来去
去、去去来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学会分
辨恶的徵兆，识破它何时逐渐强盛，何时
衰落却又待机突击；这实在就是耶稣自
己的亲身经历和祂应对恶的方式：「魔鬼
用尽了各种试探後，就离开了祂，再等时
机」（路四13）。实际上，耶稣不仅派遣
我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祂更赐给我们
以善制恶的能力；这能力就是圣神，「自
高天而来的能力」（路廿四49），使我们
得以在圣神的感动下机警和纯朴地生活，
不再害怕恶的存在，却总是趋向善，在耶
稣的正道上行走，直到耶稣的再来。

天主圣神并没有降生成人，祂不像降生
成人的圣子耶稣那样当面对我们说话，

但祂常藉着以宗徒为代表的教会对我们
说话，让我们理解圣子耶稣的话。其实，
圣神不只教导我们，祂更使耶稣的话落
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把我们引入一切真理
（若十六13）。在上个主日的福音中，耶
稣向天父祈求说：「我在他们内，祢在我
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好使祢对我的
爱存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若十七
23，26）。圣神降临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使众人合一，使所有因「巴贝耳塔」事
件（创十一1-9）、因语言的混乱而分散
到全地面的人类重新聚合在一起。

圣神让所有人都能以自己的母语，听见
也听懂宗徒们宣讲的福音（读经一：宗二
1-11）。语言不再是一种隔阂，而是众人
和睦融洽的媒介。重点不在於语言的统
一性，而在於语言的丰富性。在圣神的充
满下，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使
福音的讯息更加充实，使教会成为真正
的普世教会、公教会。因此，普世教会能

在世界上以各个不同的语言宣讲福音，
见证教会的大公性质：「教会源自永生圣
父之爱，为救主基督创建於时间内，并在
圣神内团结为一」（《梵二牧职宪章》40
号）。教会的合一实在是圣神的恩惠和效
果。

圣神也藉着教会的圣事圣化天主子
民。祂以圣洗圣事，耶稣基督死亡和复
活的圣事使众人获得重生，成为天主的
子女。祂以圣体圣事，使人们劳苦所得的
奉献成为天主光荣的祭品——基督的圣
体，与人建立新而永久的共融盟约。祂又
以其它天主慈爱和圣化的圣事，赦免人
的罪过，使男女所缔结的婚姻成为基督
与教会结合的象徵（弗五32），并且透过
教会的不同职务施行各种善工，使贫困
和患病者得到慰藉，准备人的心灵朝向
天主。

除了圣事之外，圣神又随祂自己的心
愿，全是为了人的好处，分施给众人个别

的神恩，使每人都能履行各自的职务和使
命，一同建设教会（参阅：格前十二1-11
）。在圣神降临节这天，圣神赐下的语言
神恩具有深层的特殊意义。从这天开始，
再也没有一种语言是唯一神圣的语言，也
不再有一种唯一能真正通传福音的高超
语言。在这一天，圣神已被赐给了教会，
使教会可以用人们的任何一种语言，在人
们所有的文化中传播福音。从此，每一个
语言和文化都是圣言种子生长的好土壤。
圣言的种子在每一个语言和文化中都能
结出百倍的圣神的果实。教会因此也在这
一天蒙召以天下各国的「母语」，往普天
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基督的福音。

「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
音」原是耶稣的命令（谷十六15）。那爱
耶稣的人必遵守祂的命令；而那遵守耶
稣的命令的人必要存留在天主的爱内（
若十五10），也必要认识天主（若壹二3）
。在这主日的福音中，耶稣还说：「你们
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
的父的话。那护慰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
要派遣来的圣神，祂必要教训你们一切，
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若十四24，26）。

在圣经中，「想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词汇，它标示着一种记忆，一种恩宠和救
恩的记忆。在旧约中，每当天主想起祂同
雅各伯、依撒格和亚巴郎所缔结的盟约，
祂就再次赐予以色列子民救恩，继续作
他们的天主（参阅：肋廿六40-46）。以
色列子民也以想起天主先前赐给以色列
家的鸿福和伟大作为来祈求天主的救援
（参阅：依六三7-19）。在新约中，「想
起」更是救恩确切的保证。一如那个在耶
稣十字架右边的凶犯恳求耶稣为王时想
起他，耶稣立刻就答应他说：「我实在告
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
路廿三42）；又如那个以珍贵的香液敷在
耶稣头上的女人，关於她耶稣肯定地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福音无论传到
全世界什麽地方，必要述说她所作的事，
来纪念她」（谷十四9）。总而言之，圣神
叫我们想起耶稣的言行本身就是我们救
恩的保证，一个护慰我们的救恩保证。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面对恶势力的
存在，我们的确不可以没有圣神的护慰
和教训。因此，让我们不断祈求圣神充满
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常常想起耶稣的话，
并赐予我们力量和勇气活出基督的福音。
让我们一起为所有基督信徒祈求：「圣
神！求祢降临，充满祢信徒的心；在他们
心中，燃起祢的爱火。」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波尼法被称为德国宗徒，他原是英
国本笃会会士，后来放弃当修院

院长的荣誉，而一生专心致力于德国民
族归化的工作。崇拜正统基督信仰及尽
忠罗马教宗是他的两大特徵。

    719年他应教宗额我略二世的请求
作第一次传道旅行，发觉这正统与忠诚
的必要性；因异教流传已久，他发现当
时的基督信仰不是误陷于异教，便是与
错误混淆不清。神职人员对于后者应负
大部分责任，因为他们缺乏教育，有时
连他们是否领受了神品也大有疑问。

    这些都是波尼法于722年首次回
罗马所要报告的事，教宗便授意他改
进德国的教会。为了达成这些任务，教
宗便委任他为区主教，并致推荐书于

宗教及民政的领袖。波尼法后来承认，
从人的观点看来，若非得到查理·马特
尔的一封安全引导书，他的工作是不会
成功的。终于他被升为全区的主教，而
奉命组织整个德国教会，且有杰出的成
就。

  在法兰克王国里，他遇到困难重重：
普通教友干涉主教的选举，而神职人员
往往趋向世俗，教廷未能控制。

    在他最后一次往拉逊传道时，他与
五十三位同伴惨遭杀戮。当时他正为信
友准备坚振的仪式。

    为了恢复德国教会对罗马的忠诚，
并使异教徒归化，他谨守两大原则。首
先要使教区内的神职人员服从他们的
主教，并与罗马教宗联合。其次是建立

许多祈祷所，仿效本笃会隐修院的形
式。许多盎格鲁·萨克森的教士及修女

都跟随他去欧洲大陆。他引导那些本笃
会修女从事宗徒教育的活动。

《圣人传记》
6月5日圣博义(玻尼法)主教殉道纪念（St. Boniface)

圣神求祢降临，充满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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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对乌克
兰粮食出口的封锁令人担忧，

数百万人受到影响，尤其是那些最贫穷国
家的人民。”教宗于6月1日在圣伯多禄广
场的公开接见中再次谈到了俄乌冲突。他
呼吁，尽一切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保障人
权。不要将小麦作为战争武器。教宗向广
场上讲葡萄牙语的朝圣者发表讲话时还提
到：“五月底，我们向圣母提出了我们对
和平的要求。我们与她保持团结，祈求圣
神的恩赐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对话和团结的
道路”。

在当天的教理讲授中，方济各专注于圣
咏，反思“当我气力衰弱时，不要远离
我”（咏 71.9）。除了提到老年人的脆

弱，圣咏中的句子还提到年迈的人或许会
遭遇遗弃、欺骗、推诿 ，尤其是在这种
一次性文化中，老年人被抛弃。

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老年人被无所顾
忌地欺骗，他们得不到保护，被遗弃或
受到恐吓。 “这样的残忍行为也发生在
家庭中——方济各继续说——老人被遗弃
在养老院，没有人探望他们，或者一年只
有几次”。当我们听到老年人被剥夺了自
主权，有时甚至连自己的家都被剥夺时，
我们可以理解当今社会对老年人的矛盾心
理。教宗说：“这不是偶尔出现的问题，
而是一次性文化的特征。为什么现代文明
如此先进高效，却对疾病和衰老如此不适
应 ——方济各反问道——为什么政治对

与老人漠不关心？。
另一方面，只有天主能够“动摇良心”

。老年人可以教导年轻人，每个人都需要
把自己交给上主。年迈是一种恩赐，但也
不能隐藏老年人的脆弱。教宗的这一指导
为当下的文明改革开辟了一片新视野。

教宗邀请每个人都想一想自己家中的老
人，问问自己与他们有多亲近，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有占有多大部分。“守护智慧的
老人”是教宗最后的呼吁。

在6月的第一次公开接见中，教宗向波
兰朝圣者致意：“今天我们开始了耶稣圣
心月，他是爱与和平的源泉。向这种爱敞
开心扉，将其带到地极，见证从耶稣圣心
涌现的良善和怜悯”。

（梵蒂冈新闻网）恰逢圣座和蒙古
国建交3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

各5月28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蒙古佛教
代表团。该代表团在蒙古监牧教区马伦
戈（Giorgio Marengo）主教的陪同下前来
梵蒂冈，随行的还有蒙古籍的两位年轻司
铎。

教宗在讲话中，首先将话题聚集在和平
与非暴力上。教宗说：“和平是当今人类
的热切渴望。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各层级
的对话，促进和平与非暴力的文化，并为
此作出努力。这种对话必须邀请所有人拒
绝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对环境的暴力。
不幸的是，有些人继续滥用宗教，为暴力
和仇恨行为作辩解。”

接著，教宗表示，成为耶稣的“真正门
徒”或佛陀的跟随者就是要接受“他们的
教导”。教宗解释，爱天主、爱仇人和宽
恕的逻辑是耶稣的教导。耶稣“生活在一
个充满暴力的时代，祂教导说，人心才是
暴力与和平对抗的真正战场，祂始终宣讲

天主无条件的爱和宽恕”。“佛陀的核心
教导也是非暴力及和平，他教导说‘得
胜会留下仇恨的痕迹，因为战败者会蒙受
苦。应抛弃一切胜败的念头，活在平安与
喜乐中。’他还强调，战胜自己比战胜他
人更伟大，‘战胜自己胜于对抗一千人的
一千次战斗’。”

因此，“在一个饱受冲突和战争折磨的
世界中，作为宗教领袖，我们应深深植
根于我们各自的宗教教义，我们有义务
在人类中唤起放弃暴力和建设和平文化
的意愿。”

最后，教宗简单回顾蒙古国与天主教
会的友好交往史，并希望这良好的传统
继续发展下去。教宗说：“蒙古有著不
同宗教间和平共处的悠久传统，我希望
通过有效落实宗教自由和促进共同利益
的联合倡议，这种在差异中保持和谐的
悠久历史在我们今天不断发扬光大。你
们今天的临在本身就是一个希望的标
志。”

教宗：不要将小麦当成战争的武器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教宗方济各
将于8月27日主持枢机会议，以任

命21位新枢机，其中亚洲有六位。教宗
于5月29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与信徒诵念《
天皇后喜乐经》结束时，宣布了这些任
命。教宗方济各解释说，为任命新枢机（
教宗任内第八次任命枢机）的枢机会议，
将于6月28日至29日在罗马召开，以研究
和分析新的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
(Praedicate Evangelium)，该份改革教廷
的宪章将于6月5日生效。

在21位新枢机中，16位将成为选举人，
另外5位已超过80岁，因此不会进入未来
的枢密会议。

三位新的枢机选举人是罗马教廷要职
人员：他们是韩国的俞兴植，圣职部部
长；英国的阿瑟·罗奇（Arthur Roche）
，圣礼部部长；以及西班牙的费尔南多·
韦尔热斯·阿尔扎加（Fernando Vérgez 
Alzaga），梵蒂冈城国圣座委员会主席。

在选择其他13位新枢机选举人时，教宗
方济各仍然特别关注亚洲，并从其周边
地区或非常小的天主教小区中任命枢机：
本身是意大利人乔治·马伦戈（Giorgio 
Marengo），他是蒙古乌兰巴托的康索
拉塔修会（Consolata）传教士和宗座监
牧；东帝汶帝力总教区席尔瓦总主教（ 
Virgilio do Carmo da Silva）；两位来自
印度: 果阿总教区菲利普·内里·安东尼

奥·塞巴斯蒂昂·多罗萨里奥·费朗总
主教（Filipe Neri António Sebastião do 
Rosário Ferrão）和海得拉巴总教区安多
尼·普拉总主教（Anthony Poola）；新
加坡总教区吴成才总主教（William Goh 
Seng Chye）。

其他领衔教区新枢机: 科木总主教（意
大利）奥斯卡·坎托尼（Oscar Cantoni）
、马赛总教区若望-马尔谷·艾夫林总主
教（Jean-Marc Aveline）、夕埃库洛比
亚（Ekwulobia）总主教（尼日利亚）伯
多禄·奥帕莱克（Peter Okpaleke）总主
教（加纳）理查德德·库亚·巴沃布尔
（Richard Kuuia Baawobr）、两位巴西主
教是马瑙斯总主教莱昂纳多·乌尔里希·
施泰纳（Leonardo Ulrich Steiner）和巴
西利亚总主教保禄塞萨尔科斯塔（Paulo 
Cezar Costa）、亚松森总主教（巴拉
圭）阿达尔贝托‧马丁内斯‧弗洛雷斯
（Adalberto Martínez Flores）和圣地亚
哥总主教（美国）罗伯特‧沃尔特‧麦克
尔罗伊（Robert Walter McElroy）。

另一方面，五位80岁以上的新枢机是
卡塔赫纳（哥伦比亚）荣休总主教豪
尔赫·恩里克·希门尼斯·卡瓦哈尔
（Jorge Enrique Jiménez Carvajal）、
根特荣休总主教（比利时）路加·范·卢
伊（Lucas Van Looy）、卡利亚里（意大
利）荣休总主教阿里戈·米利奥（Arrigo 

Miglio）、耶稣会神学家詹弗兰科‧吉尔
兰达神父（Father Gianfranco Ghirlanda）
和圣伯多禄大殿的教士弗尔杜纳托‧费萨
蒙席（Fortunato Frezza）。

在133名枢机选举人中，将有多达21名
来自亚洲的主教或在亚洲有特别的事工。

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之前，教宗方
济各回顾在意大利和许多国家今天隆重庆
祝耶稣升天，他邀请各人反省这个事件的
意义。

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详述
耶稣在升天之前所做的两个行动：他首先
宣布圣神的恩赐，然后祝福门徒。耶稣通
过圣神的恩赐告诉我们，“祂不是抛弃门
徒。祂升天，但祂并没有让我们孤单。”
通过这份礼物，“我们看到了耶稣对我们
的爱：祂的存在不想限制我们的自由。相
反，祂为我们腾出了空间，因为真爱总是
产生一种不会压垮我们的亲密关系，而是
让我们成为主角。”

第二个行动——门徒的祝福是一个司祭
的姿态。教宗说：“耶稣升天到天父为我
们代求，向祂展示我们的人性。因此，在
天父的眼前，随着耶稣的人性，我们的生
命，我们的希望，我们的伤口。祂为我们
准备一个地方，现在为我们代求，这样我
们就可以永远得到天父的陪伴和祝福。”

因此，教宗方济各向信友提出的问题
是：“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是

福音的见证人；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通过
让他人自由并为他们腾出空间来爱他人。
然后：我们知道如何让自己为他人代祷，
也就是说，我们是否知道如何为他们祈祷
并祝福他们的生活？或者我们是否为自己
的利益服务他人？让我们学习这一点。” 
教宗总结说：“代祷，为希望和世界的苦
难，为了和平。让我们用目光和言语祝福
我们每天遇到的人。”

祈祷结束后，教宗随后指出，今天是世
界社会传播日——教会今天在全世界庆
祝——回顾如何倾听是“爱德的第一个姿
态和对话的第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

最后，他邀请信徒于5月31 日与他一起
为和平诵念玫瑰经祈祷，他将在圣母大殿
主持玫瑰经，並与世界各地许多朝圣地一
起誦念。

教宗选出21位新枢机，其中6位来自亚洲

教宗接见蒙古佛教代表团：
通过对话将人类引向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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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 坡 讯 ） 吉 隆 坡 总 教 区 于
2022年5月28日在圣若望主教

座堂庆祝第 56 届世界传播日，特别为
在总教区内的传播行业各个领域服务的
教友，献上感恩圣祭。

当 天 的 弥 撒 是 由 廖 柄 坚 总 主 教 主
礼 ， 协 同 传 播 部 的 指 导 神 师 ， 理 查
德·安东尼萨米神父（Fr Richard 
Anthonysamy）、圣若望主教座堂的主
任司铎，杰拉德·塞拉维亚姆神父（Fr 
Gerard Theraviam）、以及埃德温·彼
得神父（Fr Edwin Peter）和米歇尔·
达斯神父（Fr Michel Dass）共祭。

廖总主教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在此
是为了提醒我们在参与感恩圣祭中反思
如何相互沟通，聆听许多声音，并相互
传达天主的话语给其他人，事工和你在
总教区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确保所
传递的消息可靠又真切。”

在总主教的讲道中，总主教鼓励每个
人勤力阅读并去好好消化教宗方济各的
文告牧函以及今年的主题——“用内心
的耳朵去聆听”。他问在场的80位的会
众：“我们在传播什么？我们要向谁传

播？我们如何传播？当我们倾听时——
我们内心会发生什么？”

总主教问会众：“我们有在准备答
复、或是在准备反驳，抑或是在准备回
答，还是我们真的在听正在说或没有说
的话？没有语言的沟通是同样重要，我
们应该在字里行间阅读并尽可能注意所
说的内容。但是，我们的肢体语言是不
会说谎的。”

总主教说，“今天我祈祷，在我们庆
祝世界社会传播日之际，我们将传播天

主的圣言，道成肉身的圣言，这个来到
这个世界并经历了如此多误解的圣言。
耶稣被拒绝、迫害和误解，但他坚定不
移，履行祂的使命，将救恩的好消息带
给一个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祂的世界。”

总主教也感同身受地说道，“作为社
会传播领域的人，我们需要成为优秀
的倾听者。我们中的许多人有完美的听
力，但我们没有好好聆听天主的话语。
当谈到我最亲密的合作者，我的神师
时，我也对倾听回应、解决问题、改善

情况、寻找答案时，感到内疚。我也会
没有好好聆听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挣
扎，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无助。”

在闭幕词中，来自万津圣伯多禄圣保
禄堂的堂区代理司铎理查德神父（Fr 
Richard, SJ）感谢总主教和他的兄弟神
父一起参加了当天的感恩圣祭。

他还欢迎来自各个堂区的社会传播代
表，以及来自天主教媒体的代表，如
先锋报（HERALD）、SIGNIS（普世
天主教世界传播协会）、Catholics at 
Home，Daughters of St Paul、Trinity 
和 Fishermen Integrated。

理查德神父说：“虽然我们是社会传
播者，但我们是基督徒，而基督是我们
所宣传的。因此，我们分享的信息应该
始终植根于基督和祂给我们的福音。今
天的弥撒是要把我们带回到源头，那个
领导和引导我们的人，我们被呼召把祂
带给别人。”

他还谈到与天主教媒体彼此间的合
作，以帮助传播好消息，做福传。

该传播部的愿景和使命是“忠实地聆
听、合作传福音、真诚地与人联系。

新加坡总教区
对 吴 成 才

总主教获教宗擢
升为枢机表示欢
迎，认为此举表
明了全球教会对
这个多元文化国
家的教会的认可。

教宗方济各5月
29日宣布将于今
年8月27日擢升 21 
位新枢机，当中包括新加坡的吴成才总
主教。

总教区表示：「吴总主教意识到这份
荣誉和赋予他的新责任，也是对总教区
信徒帮助他建立一个充满活力、传福音
和传教的教会所作贡献的肯定。」

六十四岁的吴总主教是新加坡30多万
天主教徒团体的领袖。该国560万人口
中，除了18%无宗教信仰者外，其余的
包括基督徒、佛教徒、道教徒、穆斯林
和印度教徒。

人口普查记录显示，基督徒占总人口
的比例从1990年的12.7%上升到2015年
的19%。新加坡的天主教徒主要是中国
和印度移民及其后代，在人口的比例中
从1990年的4%上升到现在的5.35%。

在最近的任命中，教宗方济各展示了
他并没有如传统做法般只擢升主要城市
的主教为枢机，反而更倾向擢升领导小
型或成长中教会的主教。

亚洲的其他五名枢机分别来自印度的
果阿和海德拉巴、东帝汶的帝力和蒙古
的乌兰巴托。来自韩国的第五位枢机在
梵蒂冈教廷工作。

总教区通讯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吴总主教的任命「要求他不仅为新加坡
总教区服务；且也有协助教宗管理普世
教会的任务」。

声明表示，总主教「对这项新任命深
感谦卑」，并吁请所有人的祈祷，好使
「他能够以谦卑、智慧和圣洁的态度承
担这一责任」。

吴总主教于1985年晋铎，并于2013年
5月被任命为总主教，接替了于2001至
2013年领导总教区的谢益裕总主教。

传播主日： 基督是我们所宣传的

（关丹讯）在准备迎接五旬节的到
来，关丹圣多默堂为堂区各个语言团体
举办了各自语言的属灵品格的操练的培
训课程。这培训课程是由来自新成立的
信仰培训局的Anna Thong领导下而启动
的。通过培训，旨在提供堂区各部委的
个人和属灵成长。有鉴于此，堂区领导
人希望通过举办的培训课程，可以提供
一个新发展、新机会以增长信仰的成长
并帮助他们，加强他们为未来的项目提
供他们的天赋和才能。

淡米尔促进会于5月17日举行了培训课
程。英文团体则在5月28日举行，以主
题“与信仰同行”（Journey together in 
Faith），为基信团（BEC）领袖、堂区
部委负责人、核心团队成员和堂区教友
一起来识别和探讨属灵操练使我们内在
的发展，在基督内更新。

华文组的培训课程是在5月29日。当天
的培训重点是专注于玛利亚，耶稣的母
亲，首位门徒的培训以及圣神的同在，
引导教会走向五旬节。

通过这次的培训的成功，堂区领导人

的共同努力，付出和才能，将激励更多
此类的活动。

该 堂 的 堂 区 主 任 司 铎 G e o r g e 
Packiasamy 神父表示，新旧堂区领袖及
其核心团队将很快接受委任。

新加坡天主教徒
欢迎主教擢升为枢机

南韩的一个天主教研究小组在经
过17年的工作后，出版了第

一套韩语圣经注释丛书。
据韩国《天主教时报》5月17日报

道，这套《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
书》共 29 册，其中包含教会神父和圣
经学者对圣经《旧约》和《新约》的释
义。

该套丛书是从美国华盛顿德鲁大学早
前出版的一系列圣经注释英文版本中翻
译而来的。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来自世
界各地的知名学者的参与下，从大量资
料中精心挑选和收集了关键的注释。

约 22 名神学家、圣经学者和翻译人
员是该研究小组的成员。这套丛书现在
亚马逊网店上有印刷版和电子版可供购

买。
这些注释包括从宗徒传下来的基督宗

教教义，以及建立教会核心教义，如天
主圣三和基督论等的教父们的释义。

圣经注释也被视为可极大地促进基督
宗教的团结，因为它们包含了天主教和
基督教分裂前的教义。

研究小组成员、大邱天主教大学教授
崔源武 (Choi Won-oh) 说，该项目是韩
国教会在 2000 年面对缺乏当地语言的
传道和神学资料危机后展开的。

崔源武说：「我认为该注释是迄今为
止最美丽的教父文学集之一。它也是基
督宗教的共同遗产。这将是教会更新和
团结的基础。」

他表示，该项目完成了一项重要任

务，不仅将促进韩国教会之间的团结，
帮助神职人员准备讲道，而且有助于为
神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研究人员很高兴他们能够在该小组成
立 20 周年之际完成这套丛书的出版。

研究组主席张仁山 (Jang In-san) 神父
解释说，他们原想在五年内完成这项任
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共花了 17 年。

张神父说：「我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出
版这套丛书，但翻译和完善文本比预期
的要困难得多，而且要支付巨额的翻译
和出版费用也是一项艰钜的任务。」

他说：「最终我们用了比原计划多三
倍的时间，但幸得很多人的努力和奉
献， 丛书于 17 年内完成。」

这位神父说，小组感谢教会领袖、天
主教个人和团体对该项目表现出的兴趣
和慷慨的捐款资助。

捐助的还包括首尔总教区荣休主教廉
洙政枢机等多位捐献者，以及各堂区天
主教团体的筹款参与。与此同时，韩国
《天主教时报》周报通过一系列文章和
报告报道了这项研究工作。

高级研究员兼出版委员会主席西门河
成洙 (Ha Seong-su) 表示，他为完成这
个将成为所有基督徒有用的资源的项目
感到非常自豪。

他说：「我感到自豪的是，文集中的
所有文字都很简易精炼，任何人都可以
了解当中的思想。」。

韩国教会历 17 年完成圣经注释丛书翻译 

关丹圣多默堂
属灵品格的操练

《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共 29 册，包含从二世纪开始对圣经的释义。 
（图片：韩国天主教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