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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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10月29日上午
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了意大利公
教进行会约两千名成员，其中大多是青

年。他们近日从全国各地来到罗马参加研讨会，周六上
午以保禄六世大厅作为同欢共乐的会场。在青春洋溢的
歌声中，教宗拄著拐杖进场，并且开玩笑地说：「至少
你们懂得发出噪音，这是件事。请继续！」

在这场以青年为主的聚会中，教宗首先强调了堂区生
活的重要性。「我们通常在堂区学习并聆听福音，认识
主耶稣，不求回报地提供服务，在团体内祈祷，分享计
划和举措，感受到自己是天主圣洁子民的一员。」

与此同时，教宗也警惕众人要当心「堂区团体最严重
的疾病：嚼舌根」。「拜托，嚼舌根不是基督徒的作为。
那是魔鬼的诡计，因为它会制造分裂。如果你对别人有
意见，你就去当面对他说。有时候你会挨人一拳，但是
你说了真话，你抱持兄弟爱德当著人家的面说了真话」
。

此外，教宗也谈到当今青年的特质，说：「今天的情况
跟50年前大不相同，特别是青年：现在的人不再喜欢开
会、召开研讨会、大会。」教宗称这是一件「好事」，因为
「教会并不靠开会来前行」。而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形
成小团体，以及倾向于「远距离」交流等情况也感染到
基督徒团体。为此，教宗期勉青年与上主合作、与「在
差异中创造和谐」的圣神合作，增进手足情谊、建立联
系、彼此扶持、互相宽恕。

此外，教宗也谈到，「基督徒与社会现况交织在一
起，并且贡献己力。但愿我们嘴边常挂著的话不是『我
不在乎』，而是『我很关心！』」为此，教宗鼓励众人在
社会上团结一心、成为「酵母」。教宗引用公教进行会
喜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即：在世界上像面团一样揉合

在一起。
教宗最后叮嘱道，揉面团的时候，「盐依然是盐、光

依然是光、酵母依然是酵母」。换句话说，我们要与世
界同在，却不「世俗化」，「否则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
也没什么好付出的了」。

教宗叮嘱公教进行会青年：
扎根于堂区，做世界的酵母 

(北海讯）今年十月卅日，耶路撒冷圣墓骑士团荣
幸地在北海圣母圣诞堂举行册封典礼。当天

共有十位中英文教友受册封，分别来自亚罗士打、北
海以及怡保。本骑士团的团长Kevin Susai以及委员
也特意从澳洲珀斯前来见证这典礼。鉴于主教施恩
天出席国外的会议，无法主持典礼，藉此，此典礼由
本团的总团长威田南·斐洛尼枢机主教委派区团司铎
司令骑士谢福华神父主持。

圣墓骑士团在罗马天主教会已有超于1000年的历
史了，宗旨是为保护耶路撒冷的圣墓。骑士团在耶路
撒冷教区经济上支援圣地的学校、大学、社区以及卫
生设施。目前，在马来西亚共有将近60位骑士团员。

为了方便来自不同堂区的团员以及外国的委员，今
年的册封前夕礼仪以及册封大典都在同一天进行。册
封前夕礼仪开始前，团长先致欢迎词，随后进行圣道
礼仪。谢神父在讲道中提到，我们在这大染缸的社会

里，变得自私自利，很多时候只为了自己而忽略了对
他人的关爱（路十：25-37）。神父提醒大家这骑士
团的宗旨是为天主服务；为祂作证。

接着册封前夕礼仪开始，主礼谢神父邀请候封者道
出加入圣墓骑士团的承诺，随后，主礼祝圣披风和勋
章，团员佩戴这些象征维护教会的真理和宣扬基督徒
的信仰。三位男候封骑士以及七位女候封骑士一起诵
念承诺书，并在众团员的见证下签署承诺书。礼仪结
束前，团长带领团员一起诵念骑士祷文。

册封前夕礼仪结束后，除了谢神父外，也特邀来本
堂司铎Dominic神父以及余金中神父给团员们办和
好圣事。这是骑士们获得全大赦的其中一项条件。

下午5时开始册封大典，Dominic神父和余神父亦
共同见证这神圣的典礼。典礼中先伏求圣神降临，接
着是总秘书宣读发自梵蒂冈“骑士团”总部总团长亲
署的册封法令。宣言后，主礼主持册封仪式，新册封

骑士领受主基督的十字勋章以及披风，骑士团的标
记。最后，主礼呼吁新册封骑士们以行动来表扬耶稣
无限的大爱，并祈求教会之母的转祷以完成骑士的使
命。

册封典礼结束后紧接着是弥撒，讲道中谢神父提醒
信友往往把天主的爱视为理所应当，久而久之也对信
仰冷淡了。他特别提到身为骑士更应在生活中成为他
人的榜样，不炫耀自己，反之更应忠信以及谦卑地为
社会、为教会服务，彼此扶持建立天主的国度，这正
是骑士们所承诺的。弥撒结束前，槟城分团主席致谢
词。谢神父也藉此机会感谢Dominic神父的支持，让
骑士团在该堂区举行此典礼，同时也感谢余神父的参
与。最后，骑士们共享晚宴、交流一番来结束这盛大
的典礼。

欲更深一层了解圣墓骑士团的教友，请联络神师：
谢福华神父,KCHS 012-494.7626

您的堂区有活动可以提供给先锋
报做报导及刊登吗？

征文要求如下：
1.字数是800-1000字。
2.本征文启事解释权归先锋报所
有。
3.作品一经采用，没有稿酬。
欢迎把您的堂区的新闻报导电邮

给yin4482@gmail.com

征文启事：携手让圣地持续生存
慷慨实践信徒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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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拉叁，19-20a；得后叁，7-12；

路二十一，5-19）

主内的兄弟姊妹：
主日福音引起我们对耶路撒冷圣殿心存
美好的向往；圣殿设计堂皇，装饰富丽，
令人对它的奥妙神奇赞叹不已。人们当时
既然还对如此精美的礼仪祭献中心深感
庆幸、心怀感恩，多少也显示出他们的日
子过得不错。然而，正当他们兴高采烈地
谈论这座圣殿时，耶稣却预言这一切都将
不复存在：「待时日一到，没有一块石头
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都要被拆毁」（路
廿一6）。其实，《路加福音》在叙述这事
迹时，一般上认为是在公元85年左右，那
时这座耶路撒冷圣殿早已被拆毁，所剩下
的就只是心中美好的向往。圣史路加藉此
事迹回顾耶稣的教导，勉励我们要信德坚
固，并向往更美好的天上耶路撒冷圣殿，
恒心渴望永远的救恩。

早在耶稣诞生前三百年，犹太国便已开
始越来越动荡不安，内有民族纷争，外受
强国侵占，首先是希腊帝国，然後是罗马
帝国。这种紧张局势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
乱，导致曾经一度和平相处的不同团体彼
此意见分歧，也相互敌对。整个社会精疲
力竭，正走向自我毁灭。在这处境中，人
们心中因而浮现一种设想，认为全能的天
主已经给这愈加不稳定的世界订定了其
确定的末日。这末日何时到来，因此也成
了迫切的大疑问。与此同时，人们也相信
天主必会为他们兴起一位救主默西亚，带
领他们走出这疯狂的困境。这位默西亚要
在紊乱不堪的社会中重建秩序；而他们这
些在困境中坚忍到底的人必将得救，得以
进入新生命。

有些人认为这种全新的生命在现世就
会实现，其他人则认为它是灵性的事实。
有些人认为必须采取武力的途径来争取
新生命，其他人则决定寻求别的途径。这
些不愿动武的人同时受到两方面的敌对：
一方面是来自那些提倡武力的犹太人；
另一方面是来自占领者，因为在占领者眼
中，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因此，在这些不
愿动武的犹太人当中，许多就选择了迁

居旷野，与世无争，例如：厄色尼派人，古
木兰团体，包括洗者若翰。这种情况从希
腊帝国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时
代。耶稣和门徒们就生活在这种意见分歧
的犹太人当中，但他们不选择迁居旷野，
也不选择动用武力抗争。

公元前63年，罗马帝国入侵耶路撒冷
城，开始在犹太国执行罗马律法。犹太人
把这事件看成是末世即将来临的先兆，认
为末世已是迟早的事情，无可避免。耶稣
的门徒们也持同样观念，但他们坚信复活
的基督那时必将光荣地再来，要为他们
开启一个全新的世代，旧的都将成为过
去，一切都是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
冷城，而且不再需要圣殿，「因为上主全
能的天主和羔羊就是她的圣殿」（默廿一
1-2，22）。虽然犹太人和基督门徒都相
信末世的来临，他们却抱持两种全然不同
的信仰态度。基督门徒努力在这疯狂和变
化多端的世代中找到生活的意义，以坚固
的信德克服困难，应对更变。他们的信德
成了活的信德。

犹太人却选择封闭信仰以对抗更变，拒
绝改变。这就是司祭长、长老和经师们普
遍的信仰态度。这种信仰态度看似坚强，

但对生活并无多大的帮助。他们显然不欢
迎罗马人的临在，但他们也自知无能为力
驱逐罗马人，所以他们并不反抗，他们甚
至打压所有在他们眼中可能会让罗马人
起怀疑的反抗分子。他们认定耶稣和门徒
们就是这麽一夥人；他们害怕罗马人会因
为耶稣这夥人而毁灭他们的宗教信仰和
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圣殿和耶路
撒冷的特殊地位。於是，他们在罗马总督
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说：「我们查得这个
人煽惑我们的民族，阻止给凯撒纳税，且
自称为默西亚君王」（路廿三2）。即便如
此，他们仍然无法制止圣殿和耶路撒冷的
毁灭。而在公元70年，圣殿连同耶路撒冷
城果然被罗马人毁灭了。从末世来临的观
点看，圣殿和耶路撒冷这两个宗教机制其
实早已从内部腐朽，只等待毁灭的到来。
罗马人的侵占只是加速了它们的毁灭，并
非它们毁灭的原因。

基督门徒所宣讲的福音是中肯的福音，
教导人要谨慎和镇定，在苦难和迫害中坚
忍到底。若坚信救主必要来到，苦难就不
会使人绝望或丢失信德。基督门徒同时
也劝诫人不要因惊惶而轻易受骗，不要轻
信那些假冒基督名义而来的人；他们可以

自称是「默西亚」，但是这样的声言毫无
根据，不值得信服。「默西亚」不是一个
头衔，而是实际的救恩行动，叫人获得更
大的自由与平安。在困苦中坚忍到底绝不
是愚勇，也不是苦扛，而是机警和纯朴（参
阅：玛十六16），藉着耶稣亲自赐予我们
的「一切仇敌所不能抵抗及辩驳的口才和
明智」来为耶稣作证（路廿一15），同时坚
信耶稣的许诺：「你们只要坚忍到底，就
能保全你们的生命。」（路廿一19）

对基督信徒而言，圣殿和耶路撒冷的毁
灭并不是信仰的毁灭。耶稣曾多次指责耶
路撒冷残杀先知，又不愿意接受天主的眷
顾（参阅：路十三34-35）。耶稣还表明耶
路撒冷已不再是朝拜天主的场所，在耶路
撒冷圣殿祈祷也不能使人成义。祂对撒
玛黎雅妇人说：「女人，你相信我罢！到了
时候，你们将不在撒玛黎雅山，也不在耶
路撒冷朝拜父」（若四21）。在法利塞人
和税吏祈祷的比喻中，耶稣说那个税吏离
开圣殿远远地站着，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
祈祷，但「这个人回到家里，成了正义的，
而那个人却不然」（路十八13）。而对於税
吏长匝凯，他原不属於圣殿的一分子，耶
稣却宣布说：「他也是亚巴郎之子，今天救
恩来到了他的家」（路十九9）。耶稣更指
责这座圣殿不仅不帮助人获享天主的恩
宠，反而阻碍人亲近天主（参阅：路十一
51-52）。因此，这座圣殿实在已经没有
存在的意义了；它必定被拆毁，「不留一
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路十九44）。

然而，这座圣殿被拆毁後，耶稣将在第
三天把它重建起来。那时，它将不再是人
手建造的商场般的买卖场所，而是全新的
不用人手建造的恩宠之所，就是「祂自己
的身体」（若二21；参阅：谷十四58；玛廿
六61）。藉着这座全新的圣殿，基督复活
的身体，天主将在人间行动，完成祂的救
赎工程，使所有相信基督的人获得全新的
生命，永远的生命。这座全新圣殿既是基
督的身体，它也就是基督的教会。因此，
让我们在这末世时期，在教会内坚持我们
的信德，注目於永恒的救恩，对耶稣基督
忠贞到底。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1月
1日诸圣瞻礼，在梵蒂冈宗座

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钟经。
在念经前的讲话中，他省思了当天福
音的内容。福音记述耶稣向门徒和群
众宣讲真福八端（玛五1-12），教宗解
释道，真福八端可以被视为圣人们的
身份证，事实上，是在讲“一个逆流而
上的生活”。比如耶稣说，缔造和平的
人是有福的，祂指的是“那些制造和
平及为制造和平而奋斗的人，和平的
缔造者”。建设和平，就如每个建筑，
需要投入努力、合作与耐心。

教宗说：“我们希望和平从天而降，
但圣经却说‘和平的种子’，因为它是
从生命的土壤中、从我们内心的种子
发芽，通过正义和慈悲工作，日复一日
在静默中成长，就如今天我们庆祝的
光辉见证人向我们展示的。”

教宗接著说，“如何做才能成为缔
造和平的人？首先需要解除内心的武
装。是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用攻击性

的思想、一个反对另一个，以及刻薄的
言语来装备自己，我们想用埋怨的有
刺铁丝网和冷漠的水泥墙保护自己，
我们在埋怨和冷漠中抱怨，这不是和
平，这是战争”。

但是，如何在自己的心中给和平留出
空间呢？教宗答说，“向耶稣敞开我们
的心扉，站在祂的十字架前；在忏悔
中，从耶稣那里得到‘宽恕与平安’”
。教宗清楚指出，这是起点，“因为成
为缔造和平的人、成为圣人，不是我们
的能力”，是天主的恩典，“是恩宠”
。

教宗邀请我们注视自己的内心并扪
心自问，我们是否是和平的建设者，我
们“在我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场所，
是带去了紧张、伤害的言语、有毒的流
言蜚语和制造分裂的争论”，还是“打
开和平的道路，宽恕冒犯我们的人，照
顾处于边缘的人等”。

“这样生活值得吗？不是失败者吗？
耶稣给了我们答案：缔造和平的人‘要

称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似乎与世界格
格不入，因为他们不屈服于权力和占
上风的逻辑，在天上，他们将更接近

天主，更肖似祂”。教宗最后说，“滥
用职权的人一无所得，而爱所有人、不
伤害任何人的人则要获胜”。

教宗三钟经：成为圣人意味著
不屈服于权力和占上风的逻辑

活的信德常革新应变坚忍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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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柔讯）于10月9日
星期日，圣母无原
罪堂(CIC)的青年人

举办了“十字架之旅”活动。
来自四个语言组的55名青年人
参加了活动，年龄介于13至39
岁之间。通过此活动希望将堂
区的年轻人召唤回来为堂区服
务，同时一起为社区和他们的
个人意向祈祷。

当 天 的 司 仪 是 布 赖 恩
（Brian）、李雪莉和布莱恩
（Bryan）。在享用午餐后，
司仪欢迎各参与者的出席，然
后 是 歌 颂 赞 美 环 节 。 在 歌 曲
《You are My All in All》中，来

自四个语言组的四名青年人提
着青年十字架游行进入会场。
接下来，邀请演讲嘉宾-来自马
六甲-柔佛教区青年网络事工
的弗朗西斯科·欧瑞先生（Mr 
Francisco Overee）与青年人
分享“十字架之旅”活动背后
的意义。在他的分享中，提醒
青年们“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
跟随我”，并深刻烙印在参与
者的脑海中。他还带领乐队唱
了一首名为“Sungguh Indah 
Kabar Mulia”的歌曲，这首歌
讲述了耶稣如何永远不变，我
们不应该害怕去找他。在为马
六甲-柔佛的年轻人祈祷之后，

一些选定的年轻人带领颂念多
种语言的玫瑰经。

下一个环节是活动的高潮——
朝拜十字架。在这环节，年轻
人被邀请上前将他们的意向贴
在青年十字架上。之后，全场
高唱‘All to Jesus I Surrender’/
《一切归耶稣，我降服》，邀
请青年人在主面前把所有的牵

挂和忧虑放下。我们以平安礼
结束了这个美丽的环节。

活动在下午3点结束，并发布
了一些公告、闭幕祈祷和团体
合影。过后，一起享用安妮塔
阿姨慷慨赞助的三明治茶点。

本次活动也是马六甲-柔佛青
年的主要活动的前奏，即马六
甲-柔佛青年日堂区庆祝活动，

将于2022年11月19日举行。
通过这个简单而有意义的祈祷
会，我们希望这将带回我们年
轻人炽热的火焰和激情，让我
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成
为未来更多不同语言-不同文
化交流的起点，让我们庆祝我
们教会在多样性中的共融与团
结。

（吉隆 坡 讯 ） 吉 隆 坡 总
教区陈嘉齐神父（Fr 

Joachim Tan Kah Chye）于10
月22日蒙主宠召，享年77岁。
殡葬弥撒曁告别礼于10月25
日上午在吉隆坡十五碑玫瑰堂
举行，由吉隆坡总教区廖炳坚
总主教主礼，协同帕特里克·
布德维尔蒙席（Msgr Patrick 
Boudville）、斯坦尼斯劳斯·
苏 萨 马 里 亚 姆 蒙 席 （ M s g r 
Stanislaus Soosaimariam）、杰
斯图斯·佩雷拉神父（Fr Jestus 
Pereira）和陈忠勇神父共祭。
参礼的人数众多，足以代表了对
这位谦虚不张扬的神父的最后致
意，以感恩圣祭陪伴陈神父在世
间最后一程。 

神职人员、修士修女和平信徒
挤满了这座拥有119年历史的教
堂，也是已故陈嘉齐神父在他退
休前，曾经服务过的最后一个堂
区。

弥撒开始前，会众诵念玫瑰
经，求主赐给陈嘉齐神父永远的
安息。随后播放一段简短的追思
影片，呈现了陈神父在世的生活
以及他在服务了大约九年的堂区
的众多贡献。

杰斯图斯神父在他的讲道中分
享了已故陈神父的生平以及对新
圣召的迫切需要。

尽管陈神父在讲道时可能缺乏

出色的演讲技巧，但他每次都用
心准备，并且给人深思的见证。
杰斯图斯神父举了一个教友与他
分享的例子，“神父，请不要让
我参加或听陈神父的讲道，我会
很无聊的。但如果你能帮我一个
忙：给我一份他的讲道分享，
我是可以思考一个星期或更长时
间。”这就是他精心准备的讲道
是多么让人有深刻的省思度。

来自芙蓉圣母往见堂的教友，
又是作为主的热心仆人和传教士
的陈神父为人是极为低调、简单
而真诚的。他在自己的能力局限
和不足的情况下尽了最大的努力
回应圣召，并且以48年的奉献
给教会，透过圣事服务，把天主

的生命带给他人。陈神父除了在
堂区服务，他也会做家庭拜访及
降福、医院探访或汽车祝福——
他没有浮夸或耸人听闻的事迹。
他一生效法耶稣基督，服从天父
正如天主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到
并尽力而为。

杰斯图斯神父回忆到在敦依斯
迈花园（Taman Tun）的基督和
平堂（Kristus Aman Chapel）的
孩子们是如何在弥撒后跑到陈神
父面前去拥抱他。那时的弥撒是
在店屋中庆祝，有一些小孩是在
不同层楼参与圣祭，且他们是通
过屏幕上参与感恩圣祭，当陈神
父出现在屏幕时，他们可能认为
他是名人。”

杰斯特斯神父说：“就像陈神
父一样，他安静地工作，没有社
交媒体帖子的大肆宣传，他安

静地去世了，现在在上午的工作
日，我们悄悄地送他离开。”

杰斯图斯神父也利用这个机会
谈到了神职人员缺乏圣召的问
题。

他说道，“天主要我们做什
么？你知道吗，上周末，有12
名神父，其中8人感染了新冠
疫情（COVID-19），无法为
主日弥撒服务？其余的神职人
员就需要忙于协助主持主日弥
撒。”

来自波德申圣母无染原罪堂的
堂区主任司铎问道，“那么，
你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促进圣
召，好使人为奉献生活而成为
神父、修士修女的？当我们来
向陈嘉齐神父告别时，天主要
我们做什么？请记住，教会和
社群是需要各个方面都忠诚的

人来服务的。”
他回忆起荣休曾顺祥主教曾

经如何告诉他的羊群说，“You 
kasi saya anak, saya kasi you 
Father. Takda jalan lain（你给我
一个孩子，我给你一个神父。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最后，杰斯图斯神父感谢天
主赐予我们陈嘉齐神父这份礼
物。

在最后的降福之前，廖炳坚总
主教邀请了在神学院与陈嘉齐
神父同班的 Fr Charles Chin诵读
追思祷文。

当天，廖总主教是参加了于
曼谷举行的亚洲主教团协会会
议(FABC)后，就飞回来主持
弥撒的，他感谢安贫小姐妹会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LSP)
、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医
生，以及阿松大医院（Assunta 
Hospital）的医生和工作人员对
陈神父的照顾和治疗。他还感
谢已故陈神父的家人、他的照
顾者克里斯蒂（Christy）和侄
子本（Ben），后者是长期陪伴
陈神父的家人。主教向吉隆坡
玫瑰堂的教友和来自三个半岛
教区的神职人员表示感谢，并
请大家继续为陈嘉齐神父的灵
魂祈祷。

陈嘉齐神父安葬于加影天主教
墓园。

十字架之旅

(马六 甲 讯 ） 马 六 甲 圣 母
军为了配合圣母军成立

100周年，特别安排的新山一日
游及一系列的活动。

活动订于8月14日，来自马六
甲61位军友及峇株巴辖军友一
起参与。

当天我们先到新山圣母无染
原罪堂参加主日弥撒，弥撒是
由甲柔教区王春新神父主祭。
在弥撒的讲道中，神父告诉在
场的所有圣母军团员；要时时
刻刻地效法圣母的精神，如：

圣母的谦逊`绝对的服从`常常祈
祷`英勇的忍耐`自我的牺牲`时
时刻刻的祈祷等等。而最重要
的是要怀着天主的爱去关怀他
人。神父也提到，有些牧灵工
作是神父做不到而圣母军军友
却是做得到的，例如：拜访冷
淡教友`拜访病人等一些牧灵工
作。神父也借此提醒圣母军军
友不要因此而骄傲，而是常怀
着谦卑的心完成圣母军里的每
一件事。

弥撒后，王玟贞修女也为我们

介绍圣堂的历史及过去的人事
物。之后，圣母军军友与新山
的军友一起享用午餐及交流。

第2站，我们到的居銮myriana 
home老人院，拜访那里的老人
家，军友也和他们一起聊天和
祈祷。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居銮圣路
易堂，甲柔教区副主教黄来发
神父亲自迎接我们的到访。副
主教也亲自为我们介绍圣堂的
历史，最后黄副主教降福在场
所有的军友。

圣母军庆祝100周年户外活动

缅怀陈嘉齐神父

（槟城讯）槟城中路痛苦之母
堂从9月15日开始至9月

18日庆祝2022年堂区主保庆典。
在弥撒前都有诵念七苦玫瑰经，向
圣母妈妈敬礼。 

教会对“痛苦圣母”的敬礼开始
于纪念圣母在十字架下的哀恸。
耶稣是为了拯救世界而牺牲了自
己的生命，圣母以母亲的身份甘愿
与她的圣子一起受苦。当时在十字
架上，垂死的主耶稣将祂的母亲托
付给圣若望宗徒说：“看，你的
母亲！”（若19：27）于是在十
字架下，圣母玛利亚也成了我们每
一位基督徒的母亲。敬礼“圣母
七苦”提醒我们向全世界宣传并推
广“七苦玫瑰经”，并特别为罪人
的悔改和皈依祈祷。

今年的主题是：偕同玛利亚做
同道偕行的教会，以及副标题
有‘庆祝我们在基督一体内的共
融’（9月15日，主祭： Fr Martin 
Arlando），‘圣教与家国我众之
参与’（马来西亚日，9月16日，

主祭：文神父Fr Matthew Bun）
，‘效仿玛利亚陪伴他人之使
命’（9月17日，主祭：温耀仁神
父Fr Edmund Woon）及最后一天
的庆典主题：偕同玛利亚做同道
偕行的教会，由Msgr Henry Rajoo
主礼。

来自柔佛教区基督君王天主堂
的文神父受邀主持9月16日和9月
17日的英/华文弥撒。

槟城中路痛苦之母堂2022年主保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