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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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 面对生
活的严重困难，向天主呼求很重

要，因为祂随时准备聆听我们。5月18
日早上，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
上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这样说
道。教宗开始关于老年这个主题的第十
次要理讲授：“约伯。信仰的考验，等
待的祝福”。约伯是“信仰的见证人，
他会在邪恶面前大声抗议，直到天主予
以回应并露出祂的面容”。教宗邀请我
们去“理解约伯呐喊的力量”，“在失
去一切的痛苦中，在愤怒和沮丧中克服
道德主义的诱惑”。

乔布在失去了财富、家庭和健康后与
朋友对话。这时，天主斥责了约伯的朋
友“自认为知道天主和痛苦，并用先入
为主的想法来判断约伯”。教宗表示，
天主也叫我们预防这种虚伪和自负的
虔诚主义！预防那种道德主义的虔诚，
它使我们多多少少变得自负，将我们引
向法利塞主义和伪善。”天主责怪约伯
的朋友们，却表扬了约伯，因为他拒绝
将天主视为‘迫害者’，这正是约伯信
德转变的关键点。是 对天主复活的淳
朴信德改变了他的看法。

圣父教宗说到，“有些人被一系列灾
难 所压倒，这似乎实 在 很过分且不公

平。我们被他们的呐喊震撼，但面对他
们坚定的信德和爱德，我们也钦佩不
已。”教宗提及那些重度残疾儿童的父
母，那些长期患病或经济困难的人。”
在某些历史节点，这些负担似乎是一

个集体使命，如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有
一种抗议“恶的奥秘”的权利。教宗提
到，有时遇到一些人对他说，他因“这
个或那个问题，而向天主作出抗议。抗
议也是祈祷的一种方式”。

就 像年 轻 人 抗 议他们的父母，以 此
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要求父母关心
他们，所有向天主抗议的人要知道天
主会垂听。“天主是父亲，祂并不担心
我们以抗议为祈祷”。我们应在个人的
祈祷中放开自己，“不要禁锢在既定公
式的祈祷中！”天主并不回避对祂的抗
议，但起初先让约伯倾诉他的抗议。天
主不喜欢约伯的朋友们那种能解释一
切的虔诚，心却是冷的。

最终，约伯的那种信仰宣认使他那近
乎以神秘经验说出的话更为完善：“以
前我只听见了有关祢的事，现今我亲眼
见了祢。”（四二5）年长者找到这种见
证的道路，这条路将因失去的怨恨转
化为对天主许诺的恒心期待。在团体
面对过度的邪恶时，他们是不可替代的
守卫者。基督徒的目光在注视十字苦像
时，学到的正是这一点。”

在 公 开 接 见活 动之前，教 宗方济 各
会见了查尔斯·德·福柯（Charles de 
Foucau ld）精神家族的协会成员，他
们来罗马参加这位伟大人物本周日的
封圣仪式。教宗向他们倾诉：“在我学
习神学时，他的精神对我有很大帮助，
这是一个成熟的时期，也是一个危机
时期”。

（吉隆坡讯）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疫
情大流行之后，现在的疫情已

逐渐得到控制并恢复正常下，来自巴生
谷的70名护士和学生护士，共聚一堂，
于5月12日，一起 庆祝国际护士节弥
撒。这个难得的聚会是由西马天主教
护士公会组织的。一些医生和药剂师
也参加了庆祝活动。活动的主题是以“
护士发出领导的声音：投资于护理并
尊重权利以确保全球健康”。无可否认
的护士们在医疗保健中是不可或缺的
存在着。护士走在最前线，在照顾病人
和疲倦的人以及那些努力保持健康的
人，好让他们可以拥有个人的尊严与人
性的生活。

当天的聚会是在梳邦再也圣多默莫
尔堂，以一台弥撒开始，由帕特里克·
布德维尔副主教（Monsignor Patrick 
Boudvi l le）主持。副主教称赞护士们
的出色表现尤其在疫情期间的工作。
帕特里克副主教是天主教护士协会新
任命的指导神师。他提醒护士要时刻
照顾好自己，副主教也愿意聆听护士们
的心声，让他自己能够接触到在工作或
家庭生活方面需要精神指导的护士。
天主有祂的旨意让每个护士都有他们
的岗位而待在那里的。他要求护士成为
教会与病人之间的联络人，尤其是在
探视时间有限且严格的情况下。

弥撒之后，是联谊及相互交流时刻。
在彼此友谊重燃和结交新朋友时的欢
声笑语证实了这次聚会早就应该举行
了。帕特里克副主教提议将教堂用于未
来的聚会。护士们期待着更多的聚会，
以重新集中注意力并更新他们作为天
主教护士的信仰。

教宗：抗议也是一种祈祷方式 

庆祝国际护士节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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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复活期第六主日
（宗十五，1-2，22-29；默二十一，10-

14，22-23；若十四，23-29）

主内的兄弟姊妹：

我们正踏入复活期的最後三个星期。耶
稣死了，我们感到失落；耶稣复活了，我
们感到惊喜。但是，耶稣自己始终明白
祂的死亡和复活是天父的旨意，天父的
救恩工程：「默西亚必须受这些苦难，
才进入祂的光荣」（路廿四26）。耶稣
一生兢兢业业，孳孳为善，祂的唯一心
愿就是承行天父的旨意。为此，圣奥斯
定在复活节教导新领洗者跟随耶稣，
说：“Dilige et quod vis fac！”意思是
「兢兢业业而後行心所愿」；不少人把这
句话误解为：“Ama et fac quod vis”（
爱而後为所欲为）！其实，真爱从来都不
为所欲为。

在这复活期的最後三个星期，让我们
就一起思索耶稣进入祂的光荣，也就是
进入天父内的生命。丙年复活期最後三
个主日的福音有着逐步发展的连贯主
题：首先是耶稣到天父那里去（若十四28
）；其次是耶稣在天父那里（路廿四52）
；之後就是圣神降临节，届时天父要同
耶稣一起派遣圣神来作我们的护慰者（
若十四16）。沿着这条连贯主题的思路，
这主日我们先默想和省思「耶稣到天父
那里去」的意义。

在这主日的福音中，耶稣因为要到天
父那里去，所以祂向我们说了告别的话。
告别总会令人感到有些悲伤，让人有点
依依不舍。我们有时候在国际机场会看
到一些父母送孩子到国外深造的场景：
父母哭，孩子也哭，即使他们都知道去
深造的离别是件好事。哭表示什麽呢？
表示挂虑，也是祝福，是双方都要对方
好好照顾自己；但这告别的哭，总是很难
与喜乐相连在一起。

当耶稣和门徒们告别时，他们都没哭。
为什麽他们不哭呢？耶稣不哭，是因为耶
稣很清楚这离别的重要性，一如祂之前
「板着脸，像一块燧石」（依五十7），「
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受苦难那样（
路九51），现在祂也决意到天父那里去。
那麽，门徒们不哭也是因为他们同样明
白这离别的重要性吗？不是的，那是因为
他们当时更本就不懂耶稣在说什麽。「
到父那里去」是什麽东西啊？他们完全
不懂。等到他们懂得时，他们也不哭；因
为那时耶稣已经到了天父那里，而他们

也都获得了圣神的恩赐。
「到父那里去」是一个动态的行程，一

个从地上到天上的行程。为耶稣来说，
这是一个平安和喜乐的行程，一个值得
欢庆的喜事。耶稣充满平安，耶稣更要
把祂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享有祂的
平安；耶稣要我们因祂的平安而平安。
怎麽说呢？因为耶稣这「去」是去到天父
的爱和共融当中，是去到完整和圆满当
中。在希伯来文，「平安」的本意就是完
整和圆满：平安就是处在完整和圆满的
境况。这种平安能包容一切。而爱和共
融就是喜乐，喜乐也能包容一切。这包
容一切的意义就在於一个「大」字。耶稣
说：「父比我大；爱我的人，我父也必爱
他」（若十四28，23）。

「天父比耶稣大。」对於这句话，教会
已经很清楚地定断说：它不可以在实体
和性体上来解释耶稣比天父小、比天父
低下，因为耶稣和天父拥有同等的天主
性。耶稣并不是天主的受造物，耶稣是
天主的儿子。天父比耶稣大是在位格上
的大，耶稣需要天父来达到圆满共融和
爱的一体性。大和爱是不可分隔的，大
和爱必须常常同在，这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大爱。这大爱就是能包容一切的天主
性。因此，圣若望可以直接了当地说：「
天主是爱，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
天主内，天主也存留在他内」（若壹四16
）；「凡有爱的，都是生於天主，也认识
天主」（若壹四7）。我们的爱必须参与
天主的大，才能成为大爱、真爱。

在这个「到父那里去」的动态行程中，
耶稣也给我们指出爱本身动态的一面。
耶稣说的「我去」，指的是「我去爱」；耶
稣说的「我还要回来」，指的是「我还要
回来爱」。耶稣要我们以祂这种动态的
爱来彼此相爱，所以祂又说：「如果你们
爱我，就该喜欢我到父那里去」（若十四
28），因为只有当耶稣到天父那里去，祂
对天父的爱才能圆满成全，祂也才能圆
满地爱我们，并使我们能够因祂的爱而
彼此相爱。

在这主日的第一篇读经中，耶稣因「
到父那里去」而为我们成全的大爱，果
然具体地在基督徒团体中实现了。这大
爱开启了宗徒们的眼睛，使他们看到外

邦人与犹太人之间实在并没有任何的区
别，大家都同样必须在基督内得救：「我
们信我们得救，是藉着主耶稣的恩宠，
正和他们一样」（宗十五11）。大家都该
遵守同样的生活规律：「戒食祭过邪神
的食物、血和窒死的牲畜，并戒避奸淫」
（宗十五29）。换句话说，只要避免违背
信德和爱德的事，其它文化习俗上的差
异都可以在基督的大爱中得到接纳和认
同。

这主日的第二篇读经继续描述以基督
的大爱所建成的新耶路撒冷城。「这圣
城具有天主的光荣，不需要太阳和月亮
光照，因为有天主的光荣照耀它」（默廿
一11，23）。这里所描述的圣城其实就
是全体基督徒的团体，包括犹太人和外

邦人。这个同样的事实，保禄以另一种
方式予以描述：「你们已不再是外方人或
旅客，而是圣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
已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基
督耶稣自己则是这建筑物的角石，并且
靠着祂，你们也一同被建筑，因着圣神，
成为天主的住所。」（弗二19-22）

耶稣「到父那里去」是我们平安和喜
乐的保证，因为祂为我们成全了大爱，
使我们成为天主的家人，天主大家庭的
成员。因此，让我们祈求「到父那里去」
的耶稣使我们对大爱具有更敏锐的意
识，也让我们祈求耶稣赐予我们足够的
恩宠，使我们能在天主的大爱中彼此相
爱。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圣额我略原名喜德朋，意大利托斯
卡尼人。青年时，赴罗马读书，

老师中有一位，名叫格兰兴，对他的才
德，非常钦佩。格兰兴后来当选教宗（
额我略六世）， 就委派得意的青年门生
喜德朋作他的秘书。

额我略六世驾崩，喜德朋悄然引退，
往克吕尼修院隐居。那时，克吕尼的院
长是圣奥地禄，副院长是圣许格。喜德
朋的初意，本欲在克吕尼终身修道，不
料伯吕诺当选教宗，强邀他同往罗马，
襄理教廷事务。

教宗圣良九世执政期内，喜德朋掌理
财政，协助教宗执行各项改革，厥功至
伟。圣良九世驾崩，喜德朋以元老的身
份，襄理教务。前后四位教宗，遇有重
要事务，都征询他的意见。

主历一零七三年，教宗亚历山大二世
驾崩，喜德朋枢机当选，取名额我略七
世。

额我略深知教宗的责任是艰巨的。过
去，他曾辅佐教廷，整顿教会纪律，他
也曾辅佐历代教宗，治理教务。可是如

今他要亲身肩负治理教会的重任，亲自
采取各项重要 的决定。额我略具有坚
强的毅力，惊人的才智，应付各项错综
复杂的局面的雄才伟略。在当时的环
境中，他确是牧养基督羊群的最理想人
物。

额我略即位后不久，就下令将米兰总
主教撤职，因为这总主教的职位，是以
金钱贿买得来的。接着，他颁布诏令，
严禁以金钱买卖各项神职，这诏令一
颁布，若干曾以金钱贿买神职的人，大
起恐慌，准备反抗。可是额我略令出如
山，立即认真执行，贿买的陋习，为之扫
除一空。

额我略第二道诏令，是禁止世俗人士
（包括君王，皇帝在内）干涉神职人员
之选任。

为了执行上述诏令起见，额我略遴选
各修院的修士，予以教廷特使的名义，
亲往各地调查，采取各项办法，彻底实
现改革。

英国和法国的君王，对额我略的诏
令，表示服从。所以在英法两国，额我

略的改革方案，可以顺利推行。可是德
国皇帝联合罗马一部分贵族，顽强抵
抗。耶稣圣诞夜， 额我略在罗马大堂
举行弥撒，暴徒冲到堂里，劫持教宗，
把他扣押了几小时。民众闻讯，涌入圣

堂，把额我略救出。不久，亨利变本加
厉，发表宣言，扬言他将另推 一人任教
宗。

额我略鉴于事态严重，颁诏开除享利
教籍，并宣布皇帝所统治的人民，今后
无须向他效忠。德国贵族，对皇帝的暴
行，早已表示不满，遂于主历一零七六
年十月集会决议，假如亨利在一年内，
未能获得教宗特赦，恢复教 籍，就丧
失皇位，人民不再向他效忠。亨利知众
怒难犯，亲往嘉诺撒堡，向教宗请罪求
赦。额我略撤销开除亨利教籍的处分，
事态平息，亨利的皇权，重趋稳固。他
故态复萌，干涉教会事务，额我略再度
宣布开除亨利教籍。亨利率兵进攻罗
马，罗马被包围两年后陷落，额我略退
隐圣安日洛堡。诺曼公爵率兵擒王，击
溃了亨利的军队，将教宗救出。

自该时起，额我略退隐嘉诺撒。一八
零五年五月廿五日，在索勒纳城安逝。
易篑前，他表示对过去与他有宿怨的
人，一概宽恕。 「我为了爱护正义，痛
悔恶行，竟被流戍至死」，这是圣人临
终时所说的话。由此可见：他为了维护
圣教的独立，并为基督真道毕生奋斗，
所受的苦难，是多么深重，非有刚毅和
坚恒的精神，易克臻此。

《圣人传记》
5月25日圣额我略七世（St Gregory VII）

耶稣到天父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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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第五届全球消
除童工大会5月15日至20日在

南非德班召开，教宗在此机会上向国际
劳工组织发表讯息，指出贫穷是所有剥
削现象的根源。伴随基本权利缺乏保护
的贫困是每年吞噬无数人的漩涡，首先
从那些不知道自卫的男女儿童开始，他
们“在耕地，在矿场工作，走很远的路
去取水，从事一些阻止他们上学的工作
等”。这让“无数的青少年”过著“经
济和文化贫困的生活”。

教宗的讯息由圣座驻南非大使威尔斯
（Bryan Wells）总主教5月16日在大

会上宣读，他表达了教宗对近年来不
断恶化的“悲剧”的担忧。教宗在讯息
中向出席全球消除童工大会的与会者
说，“全球卫生危机的影响和极端贫困
在世界很多地方蔓延”使童工现象加
剧。对于“有太多的小手”被迫做任何
孩子不应该做的事情，教宗吁请“国际
和各国的有关组织”作出“更大努力”
，解决全球贫困的结构性成因，以及在
人类家庭成员之间继续存在的可耻的不
平等现象。

由于劳动剥削经常导致另一种更糟糕
的虐待形式，数百万孩童的“青少年

时期的快乐和天主赐予他们的尊严”
被剥夺了。教宗强烈坚持，国际劳工
组织推广对这问题的“更多的认识”
的责任，“找到适当和有效的方法来
保护儿童的尊严和权利，尤其是透过
推动社会保护系统和所有人接受教育
的机会”。教宗指出，圣座和整个教
会也在努力，“以坚决、联合及果断
的方式”打击这一现象，因为我们尊
重孩童们固有的人性尊严和基本权利
的“程度”，都“表达出我们是怎样
的成年人，以及我们渴望建设怎样的
社会”。

（梵蒂冈新闻网）罗马宗座拉特朗
大学教会法与民法学院于5月17

日举行了《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
学习日活动。圣座一些部会的高级神长
和领导出席了学习日活动并先后发表讲
话，深入讲解新宗座宪章的结构、内容
和其新颖性。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亲
自开启了学习日活动并首先发表讲话，
随后发言的有担任枢机咨议会秘书多年
的圣座封圣部部长塞梅拉罗（Marcello 
Semeraro）枢机、圣座经济秘书处处长
格雷罗（Juan Antonio Guerrero Alves）
神父、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Paolo 
Ruffini）、审计总署审计总长凯西尼斯·
里吉尼（Alessandro Cassinis Righini）。

帕罗林枢机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过去
九年来编撰新宪章的各个阶段，引用先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说法，称罗马圣座
为“教宗手中的工具”，好能造福普世
教会和全球地方教会的主教们。新宪章
回应了在2013年选举教宗会议投票前，
枢机们反复提出的要求。教宗方济各
就任宗座牧职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成立
枢机咨议会，其任务就是研究修订《善
牧》宪章。

国务卿枢机讲话的重点集中在圣座国务

院的职能上，“由于其具体的任务是密
切协助教宗履行其最高使命，因而它在
法律上保持著特殊的地位”。圣座国务
院的职能“与以前的基本相同”，但有
一些变化。

接著，帕罗林枢机提到与经济领域有关
的变化。他表示，在这方面，教宗方济
各于2020年12月颁布了《有关经济-金融
方面若干职责划分》手谕，规定了圣座

经济秘书处履行“教宗经济与财务秘书
处的职责”，让圣座国务院行政办公室
管理金融投资和不动产的职责转移到圣
座财产管理局（APSA）。枢机解释道，
除经济和金融事务属圣座经济秘书处的
职责，其它的职责都属圣座国务院。

随后，帕罗林枢机讲到圣座传媒机构的
改革，新宪章将原来圣座国务院属下的
《罗马观察报》和梵蒂冈电台合并到新

成立的圣座传播部，也将圣座新闻室纳
入该新部会。发表圣座官方文件的《圣
座公报》（Acta Apostolicae Sedis）仍由
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负责。

圣座经济秘书处处长格雷罗神父讲话的
内容广泛，解释说明了圣座多年来在经
济和金融问题上所发生的变化。他说，
这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它涉及不同
经济机构的设立、取消、合并和转移，
最终确立了圣座经济委员会、圣座经济
秘书处、审计总署和机密资料委员会。

格雷罗神父强调，这些机构是“为使
命服务的”。它们不是罗马圣座的“核
心事务”，而是为“各圣座部会和组织
的使命提供帮助”。它行事的指导原则
是教会的社会训导，职责是以身作则传
福音。格雷罗神父也特别澄清“机密资
料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责，该委员会是
按照“承包与采购法规”的要求而成立
的。他说，有必要进行澄清，因为“
机密资料”这个名称会引起人们的疑
虑，让人怀疑可能存在无法控制的资金
和金融行为。“不，经济没有任何秘
密。”“透明度”始终是经济指导原则
之一，但“在涉及梵蒂冈城国或教宗的
安全，或保护其它教会资产的情况下，
有必要将某些活动或合同提交给主管机
构监督和请求委员会的授权”。

在当天上午发言的还有圣座圣玺最高
法院的秘书长里帕（Andrea Ripa）主
教，他就“归属的矛盾”作了主题演
讲。随后，宗座拉特朗大学的两位教授
则就“教宗首席权与主教职”作了主题
演讲。

教宗：消除童工现象，
保护他们的尊严和权利 

（梵蒂 冈 新 闻 网 ） 新 圣 人 富 高
（Charles de Foucauld）、

新圣女里维耶（Marie Rivier）和真福
隆格维尔（Gabriel Longueville）都来
自法国维维耶教区。教宗方济各于5月
14日、富高和里维耶封圣大典前夕，
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法国该教区的
青年代表团，叮嘱青年效法这三位前人
的芳表。富高神父向图瓦雷克人福传，
在撒哈拉地区蒙主恩召；里维耶修女创
建了献圣母于圣殿女修会；隆格维尔神
父是贝尔格里奥教宗在阿根廷的旧相
识，2019年以殉道者身份列真福品。

教宗首先向这群法国青年谈起他所熟
识的隆格维尔神父：这位司铎舍身为
人，关怀堂区里最贫困的人，「为他出
生地的众位司铎树立典范」。维维耶教
区接连迎来真福和圣人，这「清楚展现
出该教区的富饶」。教宗期盼该教区青
年「能妥善保存这份圣德的遗产，并使
之增长」。

接著，教宗提到隔天列圣品的富高，
期许青年向富高学习。这位新圣人「经
验到天主带领他以亲身临在去福传」。
这是一种「谨慎的福传形式，但也极具
挑战性，因为它需要言行合一的生活见
证；也就是说，要真正符合天主钟爱的
每个人的盼望」，而非追求「转眼即逝
的欢愉或立竿见影的效果」。

教宗由此鼓励青年以新圣人富高的三
个灵修关键词来善度自己的基督徒生
活，即：福音、圣体圣事和福传。再
者，青年也要学习并时常默观新圣人富
高全然信靠天主的祷词，特别是在做选
择以及面对生活的十字架时，从而进入
「教会富有福音精神的动力」。维维耶
教区「表现出渴望在撒哈拉地区的独修
中活出普世的手足情谊」。在这个机会
上，教宗特别念及「所有以富高为主保
的童军团体」。

谈到新圣女里维耶，她创建的修会遍
布世界许多地方。教宗勉励该修会「继

续孜孜不倦地投身于照顾孩童、青年和
被排斥者的工作」，同时也期勉众人效
法新圣女，帮助最弱小者认识天主、「
关怀近人并欣赏万物」。教宗说：「我
希望未来还有更多妇女发挥这重要作
用，谦逊又勇敢地让人认识天主对弱小

者的爱。」
会晤结束之际，教宗预祝在场青年从

罗马回家时「更爱教会」。教宗也指
出，隔天的封圣大典将体现出「教会的
普世性和多种面貌，且人人转向唯一的
救主」。

教宗叮嘱新圣人故乡的青年：保存这份圣德遗产并使之增长

法国维维耶的青年代表团  (Vatican Media)

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会议大厅 

在砖厂工作的孩童  (AFP or licensors) 

帕罗林枢机：《你们去宣讲福音》
实现教宗方济各牧职的一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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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古鲁蒙讯）在2022年
5月13日于瓜达路佩圣母堂

早上10点钟，举行甲州中央区警察日
马来语感恩圣祭。当日弥撒由张凯丰
神父主礼与60多位制服警察和教友共
沾主恩。

张神父在弥撒证道中，特别感谢所
有警察们在疫情管控时期的任劳任怨
中，那怕疫情的担忧，他们仍然肩负
重任履行公职。履行公职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神父用了今日若望福音中
耶稣对他门徒们说：你们心里不要烦
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 
(若14:1-2)互相鼓励与劝勉警察的生
活，信仰也是如此常常仰赖天主。

虽然警察当中有很多都不是天主教
的信友派别，但是我们也在天主之下
履行一个信仰的使命完成我们的公
职。

弥撒圣祭结束后，全体警察就在堂
区礼堂共进午餐分享喜悦。

 来自瓜达路佩圣母堂办公室提供

仰光（亚洲新闻）- 亚洲主教团
协 会 （ F A B C ） 主 席 貌 波 枢 机

（Charles Maung Bo）上周三严厉
批评了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
（Joseph Zen Ze-kiun）被捕的事件。

貌波枢机在上周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
写道：“香港一向是亚洲最自由和最开
放的城市之一，今天，它已经成为了一
个警察城市。”

谈到香港当局应中国中央政府的要求
采取的镇压政策，仰光总主教对香港缺
乏对人权的尊重和对宗教自由的威胁深
表关切。

貌波枢机感叹香港政府剥夺了该市的
传统自由——言论、新闻、集会、结社
和学术自由——并在出现侵犯宗教自由
的最初迹象后发出警报。

他写道：“我意识到，最近香港亲北
京媒体对教会的宣传攻击，以及宗教
领袖因这种情况而日益增加的自我审
查。”

对他来说，看到一座过去被称为自由
灯塔的城市，包括宗教自由，如此迅速
而激进地沿着一条更黑暗、更压抑的道
路前进，这令人“心碎”。

他说，他对于香港的人权状况及宗教
自由表达“深切关注”。中方在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给予香港高度
自治地位。

警方在被捕当天让 90 岁的陈枢机保
释，他和其他三名香港民主运动的知名
支持者仍在接受与「 612 人道主义援助
基金」有关的调查。该基金在被关闭之
前帮助了数千名参与 2019 年抗议活动
的民主活动人士。

陈枢机是该基金的信托人之一，而该
基金于去年 10 月停止运作。

正在进行的警方调查的重点是该基金
与外国势力之间可能存在的“勾结”，
干犯北京在 2020 年夏天实施的严厉的
国家安全法。

同属慈幼会的貌波枢机强烈反对逮捕
他修会的会士，他说: “在任何存在法治
的系统中，提供帮助面对法庭审讯的人
支付法律费用是一项适当且被接受的权
利。帮助被告人进行法律辩护和代理，
怎么可能是犯罪行为？”

最后，貌波枢机呼吁天主教徒和其他
基督徒在 5 月 24 日，即圣母进教之佑
纪念日，向畲山圣母请求代祷，为香港
和中国祈祷。这一天定为「世界为中国
教会祈祷日」。

去年，应貌波枢机的要求，世界各地
的天主教徒和平信徒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为所有在中国受迫害的人举行了为期一
周的全球祈祷，无论他们是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穆斯林、香港活动人士还是
良心犯。

（槟城讯）槟城教区的北铎区于5月
2日在圣安纳圣殿举行第16届世

界主教代表会议教区总结报告感恩圣祭。
位于北铎区的槟城教区是由来自玻璃

市、吉打州、吉兰丹州和槟城大陆的堂区
组成。

感恩圣祭在敬拜赞美中开始，并由施恩
天主教主礼。施主教分享说，通过世界主
教代表会议，与教宗同道偕行，参与及共
融，一起聆听圣神的话以及互相彼此倾听
是很重要的。

Jude Miranda神父分享说，聆听和对话
交流将成为主教代表会议进程的主要一部
分，以确认所有堂区领袖对教会未来的方
向。

神父接着说道，“这个旅程和过程是一
种祝福，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其中的一部
分；主教、神父和平信徒，我们是一个走
向天主国度的人。”

然后各个堂区的代表向施恩天主教呈上
各堂区的详细共议报告及调查结果摘要。

Peter Loo随后也介绍了北铎区的教区
主教代表会议的报告总结，一共有13,670
名，或是39%的教区居民，参与了该会议
进程。

通过收集各个堂区的主教代表会议进程
的重要反馈及整理教区阶段的报告总结，
同时也重视并分享了进行主教代表会议过
程的经验。透过主教代表会议，聆听天主
子民的声音，使天主子民、整个教会都能
集思广益，为教会的现状以及文化形象的
影响做正确反应的反馈综合。

Ramesh Victor协助提供了主教代表会

议报告的要点，他在报告中分析敦促人们
勇敢地开展传教工作，成为一个包容的社
区，并在福传中发挥创造力。

过后，各堂区领导人在一个简短的主持
会议中，给与机会进行对话，并通过这简
短的会议表达了他们对报告的关注。

我们从这里要去哪里呢？西蒙·拉布罗
神父（Fr Simon Labrooy）回应了这个问
题，他在其中分享了两个关键领域：行
动，标志着从堂区一直到梵蒂冈的过程，
态度，促使我们继续生活在主教代表会议
的旅程中。

他还谈到了必须继续在各个社区进行对
话交流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阶
层，背景，有许多的差异，而它允许接受
彼此的差异。

神职人员与信友齐聚一堂，与施恩天主
教同赴主的盛宴。

施主教随后分享说，圣神在教区内不断
运行，这可以在2016年5月时，槟城教区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在同样地点举行中得到
了证明。

主教分享说，他将把教区世界主教代表
会议庆典奉献给圣母无玷圣心。

施主教说，“让我们一起踏上的这段旅
程，为加深我们在天主圣三和周围的人的
共融，而这种共融给了我们圣神的力量去
执行使命。”

位于槟岛的堂区也于5月8日在圣母无染
原罪堂举行感恩圣祭，由施恩天主教主
礼。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是“为了种下梦想，
启发预言和远景，使希望得以生长繁茂，
激发信任，包扎伤口，一起增强人际关
系，唤醒希望的曙光，互相学习，创造明
亮的智慧，以启发心灵、温暖人心，并赋

予我们双手力量”为目标，并持续性的进
程。每个堂区都将举行以祈祷为中心的聆
听会议。

每个槟岛堂区向施恩天主教提交了他们
的综合报告。这些综合不仅仅是在主教会
议期间整理的文件，同时也代表着梦想、
希望和对大公教会的预言。

陈亿赐副主教分享了三个主题-共融，
参与和使命。陈副主教强调了获取和收集
反馈的挑战及其独特性。从共融、交流思
想的进程中，收集到的建议和愿望是与天
主和他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存有更多的
相互尊重和同理心。在参与方面，大多数
人提到必须更多地参与和投入堂区服务
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决策；而对于使命，
则需要对堂区、教区内外的服务并提供帮
助。

陈亿赐副主教保证说，所有的答复都将
发送给教区主教代表会议团，以纳入最终
报告。

霹雳铎区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感恩圣祭
于4月30日在太平天主堂举行感恩圣祭。
霹雳铎区共有9个堂区共享盛举。槟城教
区施恩天主教出席弥撒，并接受了报告，
同时也为弥撒拉开序幕。这次聚会具有重
要意义和历史意义，因为一些人评论说，
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教宗向我们伸出援
手，邀请我们说出我们的心声，并在这次
主教代表会议的旅程中与他同道偕行，来
体现共议性的教会，促进教会的成长及革
新。

弥撒结束后，会众聚集在太平天主堂区
礼堂参与交流联谊。

槟城教区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献感恩圣祭

马六甲铎区警察日感恩圣祭 陈枢机被捕后，
貌波枢机称香港为“警察”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