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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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并不只是“不打仗”
，只有通过对话实现正义、争取修和与
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和平。在这背景下，

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卡恰总主教11月7日在联合国
大会上发言时，引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
中的话，强调联合国维持和平使命的角色。

卡恰总主教表示，维和行动是“希望的标记”，因
为只有通过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克服“全球性的冷漠”

。这行动的首要目的是保护民众，就如东道国所要求
的，但它们往往缺乏保障的方法和政治意愿。

此外，和平的种子只有在人性尊严得以发展的地方
成长。为此，圣座指出，大多数维和行动在尊重人权
方面都有专门的组成部分，并对维和行动在防止和
根除性侵犯和剥削的事件中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卡恰总主教于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另一次发言
中，提到圣座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

工程处。联合国这一机构援助中东地区巴勒斯坦难
民，特别是为青年难民的教育做出贡献。卡恰总主教
为“近东救济工程处严重且日益缺乏资金表示担忧，
这可能会减缩对处于困境中的人的援助”。

圣座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暴力升级及其带来的
人命损失的后果感到难过。最后，卡恰总主教希望以
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够本著认真和尊重的相互
聆听的态度，努力进行对话和相互理解。

(山打根讯）山打根福传之星圣母区
团在卄四日假圣若瑟堂旁的新礼

堂主办了冠病以来第一次常年退省会暨常
年大会。共有六个支团的45位团员/辅助
团员出席参加。计有:圣家之母支团10位,
圣母圣爱支团15位,圣玛莉亚支团6位,圣
母圣心支团4位,曉明之星支团4位,及信德
之后支团6位。

更难能可贵的是刚晋铎不久的雷门李
承发神父带领着我们,並给了我们一个费
人深省的讲题,鼓励团员们能勇敢地去接
受各种挑战。

在前不久的区团职员的改选中出了一个
不应该有的插曲,即区团团长的职位没有
人愿意担任,懸空了。所以李神父在讲题
后段给了我们十分钟去默想一个题目，“
如果现在耶稣告诉你,你过了常年大会开
始,就是区团团长,你怎样回答耶稣？”並
要求每个团员事后分享自己的答案。虽然
有的拒绝,但也有一些被感动愿意接受这
职位。这虽然无关对错,但起码我们认真
的去反省,並坦然地去面对了自己。我觉得
这个环节真是太妙了。

退省会虽然时间短促,但收获满满。李神
父的讲题今简录如下,希望大家都能彼此
共勉之。

我们如果要去服务,那应该只有一个原
因:就是”我们爱天主”。同时我们也要准
备好六个心理准备。

1.准备被利用:玛窦福音20：25-28地位
越大的,就越应该服侍人。就如耶稣一样,
来到,不是被服侍,而是服侍人。圣母军也

一样,是来服侍人,不是被服侍。
2.准备失望:玛窦福音26：36-41耶稣被

抓之前晚上,知道自己快要死,害怕,山园祈
祷。吩咐门徒一起祈祷,门徒却在睡觉。你
们就不能醒悟一个小时祈祷吗？我们圣
母军服务当中,有时也会和耶稣一样感到
失望。

3.准备被牺牲:若望福音15：9-14耶稣
在福音中解释什么是爱。耶稣说,谁若为
自己的朋友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有比这更
伟大的爱情。在圣母军内服务,必须准备
牺牲,不要担心,还没有到牺牲生命的階
段。这里,准备牺牲,不是说我们这里每一
位都要牺牲生命。

4.准备被批评:若望福音8:1-11耶稣教导
群众时,他们带来犯奸淫的女人,并说要丢
石头判他死刑。所有人都审判他批评他,

只有耶稣原谅了他。我们的服务,有时也会
和这妇女一样,被无情的批评及审判。

5.准备被拒绝:路加福音4:24-30耶稣正
在教训群众。群众非常生气,把耶稣带到
悬崖边,要把他推下去。耶稣要把救恩带
给我们,他们却拒绝了,甚至要杀害耶稣。
很多时候,我们热心的服务,也会被拒绝。

6.准备被祝福:马尔谷褔音3:31-35耶稣
在教导群众,然后圣母和耶稣的兄弟来找
耶稣。耶稣说,谁奉行天主的旨意,就是耶
稣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能够做耶稣的家
人,是一个伟大的恩宠。

之后大家享受了一个丰富的自由餐后园
满结束。

感谢主,赞美主。
文：黄敬福
图：陈仪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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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基督普世君王节
（撒下五，1-3；哥一，12-20；

路二叁，35-43）

主内的兄弟姐妹：
耶稣高悬十字架上，在祂上头标明着：「
这是犹太人的君王」（路廿三38），无论
是爱慕或是鄙视，人人都必须抬头仰望
祂。民众首领嗤笑祂，兵士戏弄祂，甚至
连凶犯也侮辱祂。他们否定了耶稣一生
的拯救作为：治癒病人、驱逐魔鬼、教导
天国之道；他们更加否认耶稣是天主的
受傅者，默西亚君王。但耶稣确实是真
君王！祂不因自己身处凶险、遭受苦难就
遗弃他们，反而为他们向天父求情：「父
啊，宽赦他们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
的是什麽。」（34节）
实际上，他们不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他们甚至没有自己；因为他们只是代表
人物，代表社会各阶层的群众。他们显
示出的也只是一种所谓的群众意识。群
众意识常是受感染的意识，总是盲从跟
随某种意识形态，人云亦云，墙头草两
边倒，缺乏忠贞的原则。这同一个群众
才刚刚高声欢呼赞颂耶稣是「因上主之
名而来的君王！」（路十九37），现在却
公然侮辱祂。因此，我们显然不能跟从
群众意识而得救。我们必须成为真实的
人，遵循自己真实的良知良能，追随我们
真正的君王耶稣。
耶稣君王受到了彻底的屈辱，但祂就在
这时给我们展示了极度的仁爱和良善心
谦；因为祂一直都认识天父，天父也认识
祂；祂一直都认识自己，明白天父已将一
切交给了祂（参阅：玛十一25-30），叫祂
「连一个也不失掉」（若六39）。因此，
当另一个凶犯祈求祂说：「耶稣，当祢来
为王时，请祢纪念我！」祂立刻回答，因

为祂今天就已经是君王，其实本来就是
君王，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
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路廿三43）。
祂因而也能坦然对天父说：「父啊！祢赐
给我的人，其中我没有丧失一个。」（若
十八9）
苦难不仅使人痛苦万分，苦难也能坚定
人的忠贞意志，叫人成为所有受苦者的
近人。耶稣在苦难中对天父忠贞到底，
以自己的苦难来亲近苦难中的人，使自
己成为每一个人的近人。那另一个凶犯

就是因着耶稣的亲近而觉悟到自己的罪
过，认识和接纳自己，与自己和好，并敬
畏天主。他也藉此明辨和承认耶稣真正
的身分。他不再跟随群众，随声附和，人
云亦云。他能凭自己的良心说话，也能说
出众人心中最真实的话：「我们罪有应
得，原该受罚；但是，这个人[耶稣]从未
做过什麽不正当的事」（路廿三40-41）
。的确，凡与自己和好的人都能与天主和
好，并找到真理。无论是多大的恶人，只
要他静听自己的良心，就能听到天主的

声音，也能对天主的声音作出恰当的回
应；而耶稣也必定陪同他重返乐园。
重返乐园意味着重新回到天主以祂自己
的肖像和模样创造人的原始喜乐境界（
参阅：创一26-27）。当人背命犯罪後，
天主把人逐出乐园（创三23）；但是，在
把人逐出乐园之前，天主先做了皮衣给
他们穿上（创三21）。天主以这种方式让
人认识祂的仁爱，告诉人虽然祂惩罚了
他们，但祂从不憎恨他们，反而继续保护
他们。「皮衣」是耐穿的衣，象徵天主对
人永远的保护。天主在等待他们服刑完
毕後，重回乐园；而且，祂也不遗弃人，
任其自生自灭，独自服刑。祂始终默默地
陪伴在人左右，在人的良心中对他们说
话，引领他们从另一条没有火剑防守的
道路回归乐园（参阅：创三24）。
「火剑防守」其实可以理解为「罪恶阻
碍」。这一条罪恶阻碍不了的道路确实
存在，并非我们一厢情愿的遐想，就是
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告诉我们，人
的罪恶对天主的仁爱分毫无损；天主依
然无限仁爱，还是「喜欢仁爱胜过祭献」
（玛九13）。那另一个凶犯聆听了自己良
心的声音，即使他罪恶深重，仍在十字架
上找到了这条回归乐园的道路，而且他
不是独自一人回归乐园；他有耶稣这位「
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读经二：哥一18
）的君王与他同行。
在这礼仪年结束之祭，让我们仰望爱慕
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普世万民的君王。
让我们静听自己良心的声音，与自己和
好，与他人和好，与天主和好。让我们更
祈求耶稣使我们成为真实的人，做我们
个人的君王，在回归乐园的道路上与我
们同行。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在11
月9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

回顾了上周在中东海湾国家巴林的使徒
之旅，称这次访问为对话与友爱的和平
旅途。

教宗首先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
众表示感谢，感谢信友们以祈祷陪伴教
宗的牧灵访问，使之平安进行并获得丰
富成果。教宗表示此次出访是去巴林参
加“东西方对话论坛”，该论坛将宗教
领袖们聚合在一起，共同为和平服务。

教宗表示，“人们自然会问，教宗为什
么想要访问这个伊斯兰教徒占大多数
的小国家？”教宗回答到，“我想用三
个词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对话、
相遇和旅程”。教宗解释道：“对话是‘
和平的氧气’。”对话意味著敞开心扉
去相遇并打破暴力和分裂的围墙。不
要忘记，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也需要对
话，“因为借由对话，才能守护和平”。

接著，教宗强调，在战争的时期，需
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和平。教宗表
示，在我们这个被战争打击的世界中，
在宗教事务和公民社会负有责任的人，
以及所有怀有善良意愿的人，都要超越
狭隘的利益，追求团结与和平。

想起世界各地的战争，包括乌克兰、
缅甸、叙利亚和也门，教宗谴责道：“战
争摧毁了人类，战争摧毁一切。”教宗
表示，继2019年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和今年9月对哈萨克斯坦的国际访问之
后，这次对巴林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
家的访问，使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
话、相遇和友爱的旅程又向前迈进了一
步。

随后，教宗提醒，“如果没有相遇，就
不可能有对话。如果没有接纳，对话就
是空洞的，浮于表面，停留在思想而非

现实的层面上”。“青年、少年以及儿童
需要相互了解，这样友爱的相遇才能防
止意识形态的分歧。”

最后，教宗谈到“旅程”时表示，这首
次对巴林的访问代表著基督徒与穆斯
林之间的旅程迈出了新的一步。教宗解
释，访问并“不是为混淆事情或淡化信
仰，而是以我们的信仰之父亚巴郎的名

义建设友爱的盟约。亚巴郎是在和平的
天主、唯一天主慈悲的目光中展开他的
尘世之旅的”。

在结束讲话之际，教宗鼓励在场信
众通过相互了解来扩大视野。“为了推
进友爱及和平的旅途，需要所有的人、
每一个人。愿圣母在这旅途上帮助我
们。”

耶稣君王，请祢纪念我！ 

教宗公开接见：在巴林的访问
是对话与和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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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挠讯）万挠圣犹达堂，为期十
天的圣犹达宗徒主保庆典，于十

月二十日特别的志工弥撒的升旗仪式中，
正式揭幕，今年的主题是：地上的盐，世
界的光。这也是时隔两年的MCO后，重
新向外开放的主保庆典。非常特别的是，
每一台弥撒开始前的半小时，都有朝拜圣
体，及诵念圣犹达宗徒敬礼祈祷文。

整个的主保庆典，终于在二十九日
来到了高潮，并在在本堂主任司铎Fr 
Vincent Thomas,前本堂主任司铎Fr Mitchel 
Anthony的陪伴下，走完了大约一个小时
的游行。游行在交通警察的开路下，从教
堂出发，走到山脚下的街场，穿梭在街场
的主要街道，如万挠标志性的印度街，麦
当劳，警察局等，再回到教堂。

而这十天庆典里的中文弥撒，则请来了
主徒会士-黄聰颖神父（26／10）及加尔
默罗会士-郑国豪神父（30／10）主持。
两位神父深入简出地向教友们分享了祈祷
的意义和要诀，其中黄神父的金句：时时
祈祷，实实祈祷；以及郑神父利用匝凯的
故事，分享我们该如何在自己的地位中“
下来”，在社会发挥光和盐的作用。

在整个主保庆典里，圣犹达堂的教友和
志工们，都热烈参与及招待到来朝圣的弟
兄姐妹们，除了帮忙填写弥撒意向，奉献
弥撒，义卖圣水蜡烛，售卖衣服之外，还
准备了美味的食物给大家享用。

热闹的主保庆典，在三十号的傍晚弥
撒，随着本堂神父与Fr Surain主持的降旗
仪式，及焚烧奉献朝圣者们的弥撒意向的

当儿，而划上完美的句号。
本堂神父也谢谢堂区居民都动起来，一

起筹备主保庆典，也谢谢来自四面八方来
朝圣的教友；神父请求大家继续为圣犹达
堂祈祷，尤其是悬而未决的新堂计划。

【槟城讯】2022年11月4日至6日耶
路撒冷圣墓骑士团在槟诚海星

避静中心进行了为期三天两夜的年度避
静。感谢天主，今年荣幸邀得古晋总教区
荣休总主教夏长福为避静神师，共有31
位男女骑士参与这避静。

今年避静的主题为“盟约及使命”，共
有三讲。夏总主教先让参加者了解旧约中
的盟约，其中为亚巴郎盟约——一个永
久的盟约，以色列子民从多神论转为一
神论，因为以色列子民明了天主一直在保
护他们（出12：1-4）。我们是否仍秉持
着“多神”主义呢？盲目追寻一些天主旨
意以外的事物，为这些事物烦忧及捆绑
呢？天主对亚巴郎承诺，他的后代将像天
上的繁星一般多，天主对人类一直都是忠
诚的，从无改变，但失信的我们人类。

另一个旧约的盟约为西乃盟约，天主
派遣梅瑟从埃及拯救祂的子民，（出十
九：4-6）天主要像鹰一样将他们背在祂
的翅膀上，从埃及带出来并归属天主。天
主只要求祂的子民遵守盟约，他们将成为
天主的特殊产业，成为司祭子民，神圣的

子民。天主拣选了以民，不是因为他们的
人数众多，而是出于祂的爱，祂要以民履
行祂的盟约。同样地，天主拣选了这群教
友成为圣墓骑士也是出于祂的爱，值得慎
重斟酌祂赋予骑士们的使命何在？

可悲的是人们不断地破坏盟约，不愿遵
循盟约，为此，天主藉着耶稣基督建立了
新的盟约，即爱的盟约。新的盟约概括所
有旧的盟约。这新的盟约是把法律非写在
石头上，而是在信友的肺腑中，心头上。
新的盟约全出于爱的恩宠，让罪人得以宽
赦；天主要作我们的天主；我们要作祂的
子民（出六：7）。天主要拯救全人类并
藉着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好让信友与祂
达致共融合一。夏总主教提醒骑士们的任
务除了捍卫圣墓，但万万不可停留在耶路
撒冷，应像复活主耶稣吩咐的那样走出耶
路撒冷，分享祂的生命，这才是天主赐予
我们真正的使命。

除了让参加者了解耶稣的死亡和复活，
在最后一讲中，夏总教也与大家分享了耶
稣的诞生。路加福音二：1-8中，牧人象

征贫困和被边缘化的人，但天主却向他们
报喜讯。耶稣的诞生把人和天主完美地结
合，这是新的盟约的写真。天军在天上光
荣地赞美，平安地环绕着牧童。然而，黑
落德王的残酷杀害婴儿意味着人们所受苦
难，这一切场景仍反映在现今社会，耶稣
的诞生就是为了救赎全人类。

夏主教也让参加者了解现今社会所面
对的问题，世上还有无数非信徒，我们
需让全人类了解，即便他们拒绝相信天
主，天主仍然救赎他们。这避静让骑士
们反省，当面对各自生活中的挑战以及
一些教会的人为失败，大家应该看看十
字架上的耶稣。耶稣以祂的宝血封印了
新的盟约，大家需正视并履行这盟约所
带给大家的使命。

根据参加者的回馈，这主题对骑士们
非常贴切，个人灵修上也收益不浅。愿
骑士们铭记天主的盟约并能藉着圣神的
引领，履行天主所恩赐的使命，成为生
活中英勇的骑士。我们都是新盟约的子
民。

万挠圣犹达堂 2022年主保庆典
主题：地上的盐，世界的光

（吉隆坡讯）继6月在罗马举行的第十
届世界家庭大会之后，吉隆坡总

教区家庭生活委员会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家庭
生活活动。家庭生活活动将持续到2023年
7月。廖总主教说，家庭是我们学习爱的地
方，也是我们最先去了解人与人之间彼此沟
通的地方，尤其是在相互关怀和分享方面。

他说，“我们可以选择朋友，但不能选择
家人。因此，我们的家人已被天主安置在我
们是生命，且是为了一个目的——教我们如
何相处、学习彼此耐心和宽恕。愿让我们继
续去建立感情和培育最亲近的人。常常我们
最亲近的人会以某种方式伤害我们最深，因
此我们需要和解——我们需要宽恕。

这一次的分享围绕在当夫妻间因为生活
环境改变，生活习惯和想法，经济压力，
与长辈关系紧张时，是什么让这份婚姻得
以持续在爱中保存。分享嘉宾是吉隆坡总
教区促进会指导神师李义兴神父及在教会
中服务经验非常丰富的林恒毅夫妇。

李神父分享自己父母的婚姻关系；他们
的教育水平都很低。彼此的认识和接纳

是经由父母介绍的。家庭信仰是源自于母
亲，父亲是皈依的。父母由于不是自由恋
爱，所以关系淡薄。丈夫为了生计长期在
外工作。婆媳关系紧张，李妈妈受到许多
委屈，日子非常痛苦。她曾一度决心就此
永别这个家庭和孩子们，但一位神父的
话唤醒她要让天主的爱介入婚姻和家庭里
面。

如果不是信仰和天主，父母的婚姻早就
散了！李神父常在婚配圣事及弥撒圣祭
时提醒；婚姻生活并不只是夫妻两个人而
已，天主的爱也隐藏在当中。

恒毅夫妇分享从前年轻还是打工族时，
夫妻俩就有祈祷和交托天主的习惯。遇上
经济缺乏时也曾经验过天主的救恩。被生
意伙伴出卖后沉沦黑暗，嗜赌渡日，所幸
另一半没有放弃，还帮忙还赌债。最后因
为一句话让迷失的一方悔改了。

婚姻是盟约，天主让一男一女结合在里
面，其中也是愿意彼此有互补的作用，好
共渡患难。福音章节（创45：6）恰好反
映出现今社会上的经济灾难。我们必须

謙卑自己，在想要和需要之间做明智的选
择。不要盲目追求想要的。当意识到处处
有拦阻，人际关系变调，精神快陷入忧郁
时要及时抽离。也许天主的甘饴即刻就临
到呢！察觉到自己并不是孤独一人，乃是
有天主的同在时，是一个永远忘不了的经
验。

基督徒应该学会交托，让天主来做最后
的决定。不管结局如何都欣然接受。学会
在困难中看见祂的临在。参与避静学习分
辨，因为只依靠个人感动而做的决定是很
危险的。

因着新冠肺炎的冲击所带来的一些逆境
现象影响着大部分人的生活。首当其冲
的就是家庭和婚姻关系。亲情常常是脆弱
的，但在信仰无形力量的维护底下，它其
实是美好，更是永远长存的。夫妻二人加
上天主圣三就形成了完整的家庭，家庭之
爱也延续于此。

创二：18 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
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

报导：婌郡

（诗巫讯）诗巫天主教圣心主教
堂将于本月25日至27日，主

办“我愿意”布道会。布道会主讲人
为来自柔佛新山的王国杰神父。

持续三晚的布道分别有三个主题，
即祈祷、感恩、修和。地点设于公教
中学礼堂，媒介语是华语。3晚的时间
皆是从晚上7时开始至9时。参与者可
于傍晚6时30分提前到场入座。

这是圣心主教座堂自疫情后主办的
第一场大型布道堂。该堂主理神父许
守发欢迎教友及非教友报名参加。

有 意 出 席 者 可 扫 瞄 布 道 会 二 维
码 报 名 ， 或 向 筹 备 会 主 席 洪 明
（0198176688）报名及询问进一步详
情。

主讲神父王国杰称，他将在3个晚上
分享他的信仰经历，和他与主耶稣相
遇的经验，希望能透过他的亲身经历
和见证，让大家也能感受到主耶稣的
大爱和慈悲。

★推广“慈悲串经”
此外，王国杰神父也将在会上推广

慈悲串经，让大家了解诵念慈悲患经
有什么好处，以及能带来哪些帮助。

除了王国杰神父，每晚将各有两位
教友做见证分享。

布道会筹备会称，这是非常难得的
一场布道会。教会希望借着“祈祷”
、“感恩”与“修和”这三个主题，
重新调整人们已被疫情打乱的信仰
脚步。希望教友抽空出席3晚的布道
会，并且邀请朋友一起出席，同声呼
求：“天主，我愿意让你找到！请帮
助我克服我的软弱！”让主耶稣进入
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家庭之爱：美妙而脆弱 - 逆境中的亲情 

盟约及使命
分享主的生命

当主耶稣经过
我们的生命时，

我们要回应祂吗？

游行车上的圣犹达圣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