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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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22日周三的
例行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方济各继
续他关于“福传的热情”主题的系列
要理讲授，强调圣神在传福音中的中
心地位。

教宗引用《玛窦福音》结束语中的
一句话展开他的讲解：即，“你们要
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
之名给他们授洗。”（玛二十八19）

圣神是“传福音的发动机”
教宗首先反省这句话的第一个动词“
去”。他说，当耶稣对祂的门徒说这
话时，祂“不仅仅是在传达一句话”
，而且“同时也在遣发圣神”。圣神
是“传福音的发动机”。那么，谈到福
传使命，圣神带给我们什么力量呢？
教宗强调，我们蒙召“不是要灌输思
想，不是劝人改变信仰，而是为使人
成为门徒，也就是说，让每个人都有
机会接触耶稣，自由地认识和爱慕
祂”。

圣神在初期的教会
接著，教宗讲到圣神在初期教会中的
作用，正如《宗徒大事录》中所记述
的那样。教宗说，圣经的这卷书的主
角“不是伯多禄、保禄、斯德望或斐
理伯，而是圣神”。他讲到圣神在初
期教会团体的一场辩论中所扮演的
角色。教宗指出，当时的基督徒针对
皈依基督的外邦人分别抱持两种见
解：一群人主张他们该遵守梅瑟法律
的人，另一群人则主张他们不必遵守
梅瑟法律的人。（参阅：宗十五）

“如何解决困境？”教宗说：“他们
本可能在传统与新颖创新之间寻求一
种良好的妥协：一些法律得到遵守，

而另一些则忽视不管。然而，宗徒们
并没有依循人性的智慧，寻求彼此之

间关系的平衡，而是依从了圣神的工
作。”“尽管倾向和意见各不相同，但

他们并没有分裂，而是一起聆听了圣
神。”

呼求圣神
随后，教宗提醒道，“作为教会，我们
可以有明确规定的时间和空间，组织
良好的团体、机构和运动，但如果没
有圣神，一切都只是没有灵魂”的躯
壳而已。如果教会不向圣神祈祷并
呼求圣神，她就会“陷入自我封闭，
陷入毫无成效且令人筋疲力尽的的
辩论，陷入叫人疲惫不堪的两极分
化中；与此同时，使命的火焰逐渐熄
灭。”

最后，教宗向在场的所有信众说：“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作为教会，让我
们从圣神那里出发、重新启程。”教
宗鼓励每个信友在心中反省：我是否
呼求圣神？我是否向圣神祈祷？我接
受祂引领吗？

教宗公开接见：
让我们以圣神
为起点重新出发

澳门教区的圣若瑟大学加入了一个全
球广播计划，透过专家的多学科分析
和知识分享，在葡语国家和地区对抗
饥馑和粮食不足等问题。

据澳门天主教葡文周报《号角报》2
月10日报道，圣若瑟大学已与巴西圣
保罗大学合作，开展了一个创新的葡
语网络广播项目，以对抗饥馑和粮食
不足。

负责协调圣若瑟大学参与葡语项目
的学者马科斯 (Adérito Fernandes 
Marcos) 表示，专注于媒体传播领
域的人文学院将创作适合澳门的内
容。

他说：「关于澳门，我们建议做的是
验证、深化、研究和运用不同的媒体
资源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他指出，这项计划的目的是研究他
们如何「扩大」有关粮食安全和饥馑
的知识，「让普罗大众得知并理解这
些知识」。

该项目由来自圣保罗大学著名营
养 学 家和学术研究 员马尔 基 奥 尼 
(Dirce Maria Lobo Marchioni) 协
调。计划旨在解决甚至影响发达国家
的饥馑和粮食安全问题，还有包括获
取营养或食物浪费等其他问题。

马科斯说：「今天，这个问题不仅限
于缺乏基本食物的饥馑，这是世界上

最贫穷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严重问题，
而且还涉及健康和营养、粮食安全或
粮食浪费问题。」

其他包括多伦多大学、纽卡斯尔大
学、里斯本大学和波尔图大学也参与
了这个国际项目。

该项目由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十多家
高等教育机构协调，目的在汇集五个
主要主题轴的学者和专家——健康
与营养、公共政策、价值链、人工智
能和通信。

由于其涵盖全球的范围，该项目利
用了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并提供可持
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型，以帮助消除饥
馑。

马科斯表示：「人工智能将能够提
取知识和学习，为解决基本食物供
应、废物管理、促进食物安全和营养
等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提供有效的
决策支持。」

这一全球项目将把学生和教师营运
的电台连接起来，并将重点放在葡语
国家，包括非洲的安哥拉、佛得角、
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亚洲的东帝汶和澳门、以及
巴西和葡萄牙。

随着广播项目的进展，圣若瑟大学
计划建立一个虚拟博物馆，通过视听
记录探索澳门的文化和美食多样性。

马科斯指出：「随着最终融入这个
项目，可以预见在传记叙事领域建立
一个新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路线，
将澳门作为一个多元文化认识论的参
考。」

官方数据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澳门这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失业率
于 2021 年飙升至 3.7%。到 2022 
年，这一比率略微下降至 3.5%。

然而，天主教会和非政府组织仍继
续透过其食物银行和其他倡议支持
失业和低收入家庭。

在澳门教区社会行动机构的额外支
持下，食物银行透过每周的食物篮为

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
澳门明爱每周派发的食物篮包括面

食、大米、食用油和饼干。除此之外，
社会行动机构还向有小孩的申请人
分发奶粉。

澳门明爱于2022年5月接触了数百
名失业的外地劳工，并透过捐助者
的捐款每天为每人提供20-30澳币 
(3.71-4.94 美元)。

澳门这个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面积约
为30平方公里，估计有70万人口，其
中包括分布在九个教区的约3万名天
主教徒。

转载天亚社中文網

澳门天主教大学利用广播来对抗饥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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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撒乌耳故事是所有文
学作品中最大的悲剧之一。
撒乌耳的故事让哈姆雷特

（Hamlet）看起来像迪士尼人物。至
少，哈姆雷特对困扰他的痛苦有充分的
理由。撒乌耳，考虑到他的开始，应该过
得更好，好得多。
撒乌耳的故事开始于公告，在整个以色
列宣布，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身高、力
量、善良或赞誉。天生的领导者，同龄人
中的王子；他非凡的品格得到了人们的
认可和宣扬。他们立他为王。他的故事一
开始就是童话故事，就这样维持了一段
时间。
然而，在某一时刻，事情开始变糟。那一
刻是达味的出现——一个比他更年轻、
更英俊、更有天赋、更受赞誉的人。嫉
妒和仇恨开始不断地毒害撒乌耳的灵
魂。他认为达味威胁到他，他只看到了
达味比他自己更受欢迎，而不是看到另
一个人的善良，也没有真正为他人提供
了怜悯。相反，他变得刻薄、小气、充满
敌意，试图杀死达味，并最终死在自己
的手中，一个性情变得狂暴易怒的人已
经远离了他年轻时的纯真和善良。
这里发生了什么？一个拥有如此多优
点— —善良、才华、赞誉、权力、祝
福的人如何变成为一个痛苦、小气
的人，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它是
如何发生的？已故的玛格丽特·劳

伦 斯 ( M a r g a r e t 
Laurence)在一部精
彩而黑暗的小说《石
头天使》(The Stone 
Angel)中很好地描述
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
生的，以及它是如何
让人们在不知情的情
况中去经历转变且无
声无息地发生。
她的主角夏甲·希普
利（Hagar Shipley）
是某种意义上的“撒
乌耳”。夏甲的故事和
他的一样开始：她年
轻、天真、充满潜力。如此美丽、聪明、
才华横溢的年轻女子将何去何从？可悲
的是，一点也不怎么样美好。她陷入了一
切的伤痛：成年时，不幸的婚姻；以及深
刻的无法识别和无法言说的失望，最终
让她变得邋遢、冷漠、痛苦，没有活力或
抱负。更令人难过的是，她自己并没有看
到这些。在她心目中，她仍然是高中时那
个年轻、天真、优雅、受欢迎、迷人的少
女。她没有注意到她的世界变得多么渺
小，她真正的朋友变得多么少，她对任何
事物或任何人的欣赏也变得越来越少，
甚至她自己变得多么地不修边幅，人也
变得蓬头垢面。
她的觉醒是突然而残酷的。一个冬日，

她穿着破旧的派克大
衣，去到一间家送鸡蛋
时，她按响了房子的门
铃。来开门的是一个聪
明的小孩子，夏甲无意中
听到孩子告诉她妈妈：
那个可怕的老太婆就在
门口！一分钱掉了。
听到这话，令她感到无
比的刺痛并惊呆了，她
离开了房子，找到了去公
共浴室的路，在那里她
打开了所有的灯，对着镜
子研究自己的脸。当她回
头一看是一张她自己都

不认识的脸，一个与她想象中的自己完全
不一致的人。事实上，她看到的是孩子
在门口看到的那个可怕的老女人，而不
是她想象中的那个年轻、优雅、迷人、心
胸宽广的女人。她问自己，“这怎么会发
生？”我们如何在自己不知不觉中成长
为连自己都不认识或不喜欢的人？
在某种程度上，它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
上。我们不容易接受变老及承认自己曾
经梦寐以求但又得不到的梦想而堕落。
当看着年轻人接管并获得曾经属于我们
的声望和赞誉，我们就像撒乌耳一样，
我们会充满不自知的嫉妒；像夏甲一样，
我们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变得刻薄和丑
陋。其他人当然会注意到。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没
有获得任何东西。通常我们会变得更聪
明、更懂处世之道，并且仍然是善良、慷
慨的人。然而，我们往往比以前更恶劣，
抱怨太多，为自己感到太难过，更多地让
自己去诅咒他人而不是祝福那些取代我
们的年轻人，受欢迎的人，广受赞誉的
人。
因此，在后半生的倒数第二项精神和人
类任务是放弃这种嫉妒和丑陋，重新回
到我们年轻时的爱、纯真和善良，回归
初心，走向第二个阶段的童真，并开始
再次欣赏身边的东西。
在《默示录》的开头，若望自称是为天
主代言者，他对我们，至少对我们这些已
经过了青春期的人提出了一些建议：“我
知道你的作为、你的苦劳和你的坚忍；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并且你也曾查
验出那些自称为宗徒而实非宗徒的人，
发现他们是撒谎的人；也知道你有坚
忍，为了我的名字受了苦，而毫不厌倦。可
是，我有反对你的一条，就是你抛弃了
你起初的爱德！回去看看你摔倒的地方
吧！”
在我们无意中听到某个年轻女孩告诉她
的母亲说某个阴沉、苦涩的老人在门口
时，我们可以从这经文中有所反思。

版权拥有者：荣·罗海瑟神父（Fr.Ron 
Rolheiser)

失去的纯真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
在 今 天 的 福 音，我们

读关于耶稣的显圣容，
我们看见了三个人物——梅瑟, 厄
里亞和耶稣。梅瑟和厄里亞的意义
是什么？旧约中还有许多其他人物
在他们的作品和言语中也很引人注
目，那么为什么特别是这两位呢？为
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别考

虑这两位与以色列人的关系。
在整个旧约中，以色列人经历了从

压迫到解放的历史钟摆。尽管他们
在若瑟在埃及的时候过着美好的生
活，但若瑟死后，这种和平就结束
了。就在那时，以色列人向天主呼求
帮助，天主通过梅瑟派来了帮助。梅
瑟是一个不情愿的使者。即使当他
经历了天主的显现时，他也没有信心

成为天主给他的子民的使者。但在
创造奇迹之后，他获得了信心，并带
领以色列人获得了自由。梅瑟也是
从天主那里接受十诫的人。这样，
他代表了天主的律法。这就是为什
么经师和法利赛人总是提到“梅瑟
的律法”。我们读到以色列人不断地
就他们所有的问题咨询他，他会仲
裁他们的案件。这就是为什么梅瑟
被认为是以色列人生活中最重要和
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就以厄里亞而言，他是一位很热
心的先知。他在言行上都践行了这
一点，批评阿哈和依則貝耳的行为。
他满怀热忱，想要除掉这片土地上
的巴耳，巴耳是当时全国所追随的
异教偶像。关于厄里亞最著名的事
件当然是巴耳的先知被杀，其中有
450人。这实质上是巴耳和厄里亞
的追随者之间的摊牌。通过这场摊
牌，厄里亞获胜，所有的假先知都
在他的命令下被杀。正因为如此，
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依則貝
耳生他的气。 

在耶稣显圣容的事件中，我们在
梅瑟身上看到了律法的最终表达，
在厄里亞身上看到了先知的最终榜
样。反过来，耶稣是律法和先知的
应验。他在门徒面前变了容，向他们
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的身份和荣耀。
他是最终的拯救者，将把人们从罪

恶中解救出来，并将天主的福音带
给所有的人。换句话说，他正在完
成梅瑟和厄里亞在他们那个时代所
做的最终使命。

但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答案当
然在天主的话中。「這是我的愛子，
我 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他！」我
们要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因为我们
的任务是继续他在世界的工作。我
们有责任效法祂的生活、言行，去
接触每一个需要天主之爱的人。有
很多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其他
人，都心碎了，我们的任务是将天
主的医治力量带给他们。我们不是
天主；这点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
祂的使者，像耶稣一样，我们也需要
改变形象，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与
基督的生活一致，这样，当人们看到
时，他们将能够看到天主的爱流经
我们。

阿们。

～撰文/郑国豪神父～

耶稣展示了自己的身份和荣耀
甲年四旬期第二主日

创12：1 - 4a
弟1：8b - 10
玛17：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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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于2月19日，吉隆
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在十
五碑玫瑰堂的促进会会所召开
了时隔三年后的第一次实体会
议。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吉隆
坡促进会的会议都是以线上会
议的方式进行。

吉隆坡促进会会所于去年进
行装修后，令人焕然一新的感
觉。当天出席会议的理事们都
积极参与讨论，一起面对面地
交流，商量，斟酌；尤其是议
论后疫情各事工局所要进行的

活动项目。今年是吉
隆坡促进会成立30周
年庆，本会将举办一
系列的活动，有3月6
日至3月16日的吴若
石神父足部反射健康
法，4月29日至5月1
日的程若石神父携手
台湾知名电视主播与主持人方
念华女士‘与天主有约’信仰
讲座会，重头戏是十月份的三
合一庆典（30周年庆暨常年大
会与理事改选）。

本会的指导神师-李义兴神
父，也特地从金马仑来到本会
会所与理事们一起开会。李神
父感谢理事们的出席并鼓励理
事们积极参与后疫情的活动，
在自身的工作和服事中达到平
衡点并通过祈祷以加强灵修，
把福传带给教友。

会议结束后，指导神师李义
兴神父与理事们移步到中华饭
店享用美味晚餐，进行联谊。
同时，也很荣幸地邀请到吉隆
坡总教区廖炳坚总主教的莅
临，和我们共度一个愉快的晚
上。

（古晋讯）四十天前，我們庆祝
了圣诞节。今天2月2日献主节，
普世献身生活日，是神圣的一
天，玛利亞和若瑟帶著耶穌，来
到圣殿，把他们心爱的儿子献给
上主。从形式上看是一个礼仪行
为，为滿全梅瑟的法律，但实质
上，是主耶穌，默西亚的親臨，
人类的救世主與他的子民在圣殿
中的相遇。所有度献身生活的人
都满怀着渴望与激情偕同普世教
会庆祝这个节日。

这三年来，由于受疫情的影响，
教会的聚会显然少了很多。今
天，在古晋教区服务的各个修会
团体齐聚一堂，在古晋加尔默罗
修会的小教堂里，以别开生面的
方式庆祝了今年的献身生活日。
这是三年疫情后，古晋各修会较
大规模的实体聚会，他们包括加
尔默罗圣衣会(OCD)，在俗加尔默
罗圣衣会 (OCDS)，砂朥越圣方济
各修女会(SSFS)，圣母无玷圣心
爱子传教会(CMF)，方济小兄弟会
(OFM)，圣母昆仲会（Marist），慈

幼会(SDB)，主徒会(CDD)，耶
稣会等，约有50多位会士修女参
加了献主节庆典。试想，这只是
地方教会献身生活者的聚会，如
果各个修会偕同普世教会积极发
挥自己的神恩，将会构成一幅怎
样的奇观呢？难道不是藉着奉献
生活者的服务在勾勒着基督面容
奇妙的另一面吗？仿佛是西默盎
怀抱小耶稣的场景再现眼前：目
睹列邦的光，万民期待的救主。

庆祝活动在加尔默罗会院院长
玛格丽特修女的协调分配中有序
进行。

首先，由时任圣若瑟国际学校
校长的圣母会赵通强修士（Br 
Robert Teoh）幽默风趣的讲述
了圣母昆仲会的历史梗概，以及
自2015以来圣母会在古晋总教区

落地生根的经历。圣母会在古晋
以办学见长，在教育事业上发挥
着他们的神恩，为光荣天主而不
遗余力。赵修士的分享给今天的
庆典做了丰富的铺垫，也激励会
士们的传教热忱，大家都受益匪
浅。

分享之后，接着是烛光游行
礼。当加尔默罗修院的大门打开
时，一道素不谋面的风景呈现在
我们眼前，那就是排列整齐，神
姿英发，向来隐修的，身着加尔
默罗修会会服的修女们，个个神
清气爽，质朴端雅，霎时，伴有
一股祈祷的气息和恩宠的韵味飘
然而出，正所谓：满院灵气关不
住，恰似清风扑面来。傅云生总
主教在加尔默罗会院大门口祝福
蜡烛，以便使足不出户的隐修修

女们藉着礼仪与前来参礼的奉献
生活者表达共融，参礼的兄弟姐
妹各个手持点燃的蜡烛，唱着赞
美诗缓缓步入教堂，围绕着主的
餐桌，开始感恩祭典。

在弥撒中，傅总主教引用圣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宗座劝
谕 —《献身生活劝谕》（Vita 
Consecrata），强调了团体生
活、共融和使命的重要性；无论
身在何处，这些献身生活的男男
女女都以各自的神恩丰富了当地
教会。总主教肯定了各个修会在
古晋教区的服务成果，也回顾了
各个修会团体在古晋发展过程中
的种种挑战和困难，能有今天的
成果实在来之不易，勉励大家携
手共进，荣主益人。傅总主教也
深感欣慰：古晋总教区能有 9 个
修会团体的服务和贡献，由他们
的支持和协助，使基督的奥体—
教会，真正实现合一共融。

最后，一首赞美诗：《由他的
伤口》把众人的意愿和目光再次
聚焦于十字架上的基督，因祂得
自由，得医治，享平安。弥撒
后，有一个简单的团契，为所有
的参与者预备了饭菜。大家都在

喜乐中用餐，交谈。由于疫情，
有些人在过去两年里没有见过面
了，也借此机会分享彼此，增进
友谊。夜色渐渐暗了，大家依依
惜别，在各自的祝福中为此次聚
会画上了句号，并以期待得眼神
互相道别，寄语来年再聚。

庆典的结束，正是生活的开
始。让我们为所有度奉献生活者
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今天，
祢的唯一圣子，带着我们血肉之
躯，在圣殿中奉献于祢。求祢洁
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也堪当把
自己奉献于祢台前。求祢也藉着
我们每日领受的圣事，在我們身
上完成祢圣宠的工程。祢曾滿全
西默盎的愿望，使他在见到死亡
之前，得以擁抱基督。求祢也同
样满全我們的心愿，使我们在生
活中迎接基督。西默盎和亚纳受
圣神的感动，进入圣殿，又因同
一圣神的光照，认出救主，并欢
天喜地颂扬祂。同样，我们蒙受
圣神感召，团聚一起，也让我们
进入天主的家，與基督相遇，并
不断在擘饼时，让出祂，直到祂
光榮再來。阿门。

（呉世新神父报导）（译文）

吉隆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
后疫情首次实体会议

（槟城讯）耶稣圣名堂妇女组于
2023年2月18日，在该堂的培训
中心举办了一场有关中风醒觉讲
座及心肺复苏急救小课程的【健
康讲座会】，目的是要唤醒大众
对中风有警觉及懂得争取黄金时
间的应对。

中风，通常被称为【爆血管】
或【脑栓塞】，它是由脑血管病
变引起的脑局部血液循环障碍表
现的一种病变。中风会导致大
脑终生损害，严重的还会危及生
命，同时，治愈后很多病人还会
留有后遗症。因此，中风是危害
人类健康的大敌，一旦出现中风
症状，务必提高警觉，尽早就医
诊断。

当天的【健康讲座会】,很荣
幸邀请到槟城西南区的圣约翰救
伤队到来作演说分享，并由该
团队3名经验丰富的人士主讲，
他们是：急救训练师及指挥官
NG KAR HONG先生、急救讲
师KOAY SENG KIE先生 ,以及
SWARAN医生，这项活动一共
吸引了约六十多位该堂的教友与

一些外教友出席。
在讲座中，主讲人向出席者详

细分享了中风的种种原因、前
兆、症状、后遗症、急救、治疗
等。主讲人也特别强调有效的预
防脑中风认识与重要性，尤其是
要控制高血压，因为高血压是中
风的主要诱发因素。主讲人更提
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
的清淡与节制、戒烟酒、适量活
动、保持情绪平稳、每日测1次
血压等，这些都是可以预防中风
的有效重点。

活动当天，圣约翰救伤队也在
现场教导出席者进行【心肺复
苏急救术】的操作流程练习，
以便在关键危急情况，他们懂

得现场为患者作心肺复苏的急
救术。【心肺复苏急救术】是
公认救命第一要术，它是一
种救助心搏骤停病患的急救措
施，以通过人工保持脑功能直
到自然呼吸和血液循环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分享会的
受用观念与知识，获得了出席

者的热烈及正面回响和赞赏，
他们都对讲座内容极感兴趣，
积极发问、互动性很强。希望
出席者都掌握到这方面的保健
资讯，以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以及能够帮助到家人与周边的
人士。

 麦可佐思 ……报道 

耶稣圣名堂-中风醒觉讲座
及心肺复苏急救小课程【健康讲座会】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教理
推广中心于二月十四至十六日，
为中文组新晋教理传道员提供的
线上培训已经圆满结束。

这次培训分为三个主题进行。
第一天的主题是《教理传道员

的圣召与使命》。讲师以简单的
破冰问题作为开始；让学员反思
成为教理传道员的初衷，以及是
否能坚持到底的决心。

接着，讲师以撒种的比喻（谷
4：3-8）带出教理传道员所面
对的各种挑战。之后再深入浅出
的讲解圣召乃是天主的召叫，通
过教会的训导，把天主的话传达
于他人。至于教理传道员的使命
则诚如前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所
说的：带领孩童接触耶稣、与耶
稣共融，并建立亲密的关系。因
此教理传道员除了是一名老师授
业解惑，还是一名先知宣讲并解
释圣言，更是生活的见证人，激
发学生归向天主。

第二天的主题是《教理讲授
的技能与过程》。讲师详细解
说了教理教育系列课本的使用
法则，并教导作为引导者的教
理传道员如何灵活的应用教学

法贯彻教理过程的四个阶段，
既：生活体验、天主圣言、反
思与深化生活实践，以及庆祝
与回应。最后还分享了各年龄
阶段学生的心理，让教理员能
够更好的掌握教学。

第三天的主题是《教理传道员
的灵修生活》。健康的灵修生
活，是教理传道员完成使命的
必备条件。讲师很清楚的指出
如何活出圣洁的灵修生活，并
举出实习灵修的生活例子，其
中包括对圣言、教会及世界的
开放，热爱圣母玛利亚、热忱
的传教精神及生活一致性。

这三天的培训，皆在协助新晋
教理传道员认清自己的圣召与
使命，并借着健康的灵修生活
好好完成使命，同时对教学纲
要也有初步的认识。

希望新晋教理传道员能从中获
益。知道自己在引领孩童到耶
稣跟前的路上不是孤独的；既
有教会的支持、给予培训，更
如厄玛乌路上的门徒一直有耶
稣的陪伴，让彼此的心常是火
热的。

（报导：李金时）

新晋教理传道员线上培训圆满结束 

古晋总教区庆祝普世献身生活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