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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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保讯】圣米高堂自9月23日起开始
了主保九日敬礼。先以弥撒开始第

一天的敬礼，随后进行圣体朝拜，感谢天
主所赐予的一切。圣米高堂是马来西亚唯
一隶属于罗马总部国际圣比约祈祷团体的
圣堂，本堂则在第二天庆祝了圣比约瞻礼。
第三天恰遇主日弥撒，这两天的弥撒是由
要理班学生负责，藉此，培育他们有事奉天
主的责任。同时，每天弥撒后为年长以及病
患举行傅油圣事为期5天。

本堂特邀主徒会黄鏓颖神父为华文组教
友主持最后几天的弥撒。黄神父在第六天
的敬礼讲道中，以轻松风趣地与大家分享
何为“共融”。他引用了两则故事，每个人都
是独特的，尤其在圣堂服务当儿，很多时候
我们都无法了解他人的思想及处事态度。
人总爱把己见附加在他人身上，总爱批评
他人，同样地发生在教会的历史中，进而演

变成十一世纪的大分裂。因此，他呼吁大家
该学习互相欣赏，不判断，同道偕行地建立
天主的国。

黄神父在第二晚延续了第一天的分享。
他一针见血地道出很多教友不愿意在团
体内服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他人的批
评。大家应摒弃判断的习惯，改为彼此鼓
励；不看低他人，彼此欣赏；每个人都赋有
天主特赐的恩典。天主不允任何一个被忽
略，诚如牧羊人留下九十九只羊，为了找回
那迷失了的一只（路十五：4）。每个人都有
自个儿的弱点，所以神父希望大家给他人
时间，接纳他人的短处；改变自己并非改变
他人。

黄神父以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故事来启迪
大家，我们往往为了保护自己而把责任推
卸，“对不起”是一个重要的词，放下面子，
勇于认错，这是身为天主徒应学习的。团体

中的人可能不完美，但毕竟有可爱之处可以
让我们去欣赏。神父与大家分享了苏东坡
与佛印的故事，一样东西的美与否，都是我
们心灵照射出来的影子，反映我们自己的
心态而已，若我们心中有善，处处都是善。
因此，神父鼓励大家勇于参与团体，因为圣
堂不属于神父的，也不仅属于某些群组，反
之，圣堂是属于大家的。

第三天的分享中，黄神父问大家何为我们
在世上的使命。每位天主教徒的使命莫过
于让自己和他人成圣。但在生活中，基于人
性的软弱，我们往往忽略了微不足道的小
毛病，任其放纵而成为一种恶习，导致我们
成了罪人。但，天主非常爱我们，祂知道我
们的软弱，一直扶持我们，赐予我们机会成
圣，因此，神父鼓励大家切勿放弃这成圣的
使命。除此之外，我们也得帮助他人成圣、
多祈祷、愿意无私地付出，实践地向他人表

达关爱。最后，神父以德国名画家丢肋的油
画——“祈祷的手”的真实故事让大家领
悟为他人奉献及牺牲的伟大。堂区内若有
爱，共融自然会产生，教友自然乐意参与所
有的活动，这不就也达到我们的使命矣。

本堂在星期六晚举行了一台双语弥撒，中
英文组教友共同欢庆主保瞻礼，当晚弥撒
后还有游行，最后以圣体降福结束当晚的
庆典。游行队伍中有可爱活泼的小天使、
主保圣弥额尔圣像、本堂神父手捧圣体、各
团体和基信团的旗帜以及教友们，黄神父
也全程与教友们一起诵念圣弥额尔串经参
加游行。这乃是个温馨的集体烛光游行。
正如本堂司铎刘善财神父在当晚的讲道中
提到游行的意义，这象征着主保和天主在
我们人生旅途中引领我们，同时，他们也与
圣米高堂的教友同道偕行迈向天主应许之
地。

（梵蒂冈新闻网）不仅是导弹和大炮，
话语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向公

众进行传播的话语，它们需要去除今天在
广播业及其专业人员当中也盛行的某种“
战争狂。年复一年，教宗方济各不断提出
关于传播工作的方法，每次都会在省思中
加入一个主题。

继2022年邀请传播界“用心聆听”之
后，2023年社会传播日的主题提出了“用
心说话”，也就是圣座新闻室公告中所说
的“以温和的态度说话，把传播的才能用
于搭建桥梁，而不是筑墙”。

这项邀请与世界主教会议倡导的传播风
格相呼应，这项会议的最后进程将于2023
年年底完成。然而，正如公告所言，“在包
括教会生活在内、一个以极化和激怒情绪
的辩论为特征的时代”，教宗方济各尤其
希望有一个懂得逆流而上的媒体系统。

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接著指出，福音宣讲
的真理有时让人感到困扰，这个宣讲不能
没有怜悯，也不能缺乏“与当代的人同甘

共苦”，同样，“在我们目前经历的全球性
冲突的悲哀局势下，比以往更需要肯定一
种不带有仇恨的传播”。

这是一种与他人敞开对话的沟通，促
进“全面裁军”，努力消除隐藏在我们心中
的“战争狂”，正如圣若望廿三世60年前在
《和平于世》通谕中已经提到的那样。

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最后表明“这是每
个人都需作出的努力，传播工作者更应把
自己的专业作为一份使命，建设一个更公
正、更友爱和更有人性的未来。

此外，教会在庆祝总领天使庆日当天，也
庆祝传播主保圣加俾额尔天使。教宗方济
各在此机会任命了圣座传播部的两位新成
员和10名新顾问。

这两名新成员，一位是新上任的意大利
佩鲁贾教区马费伊斯（Ivan Maffeis）总主
教，他曾是意大利主教团发言人；另一位
是新上任的巴西坎普林普教区德卡斯特鲁
（Valdir Jose De Castro）主教，他担任过
圣保禄会的总会长。

圣座公布2023年世界社会传播日主题 

共融、参与、使命
共同营造主爱之家

巴拿马世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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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出谷十七，8－13a；弟后叁，14－四，2；

路加十八，1－8）

主内的兄弟姊妹：
为什麽我们应当祈祷，甚至不断祈祷，坚持不懈地呼求
天主呢？耶稣答说：这是因为天主决不迟延俯听我们的
呼求，祂必要快快为我们伸冤（主日福音：路十八7-8）。
那麽，「不迟延」在此又表示什麽呢？

我们可以从《伯多禄後书》找到一个不完全满意的答
案：「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决不迟延祂
的应许，其实是祂对你们含忍，不愿任何人丧亡，只愿众
人回心转意。可是，主的日子必要如盗贼一样来到」（伯
後三8-10）。在此，「不迟延」是指向那必要来临的「主
的日子」。由於这日子决不迟延，而且这是出於天主对我
们的容忍，所以我们应该勉力「以圣洁和虔敬的态度生
活，藉此等候并催促天主日子的来临」（11-12节）。

另一个更好的答案则在於祈祷的本质。在祈祷时，我
们与天主说话，真诚地向祂诉说我们的渴望，谦恭地呼
求祂，天主便会予以答覆，决不迟延。祈祷本质上是一种
对话。我们要不断祈祷，因为我们需要常常与天主保持
接触，无论大事小事。不仅如此，这种坚持不懈的祈祷其
实也是一种心灵的净化。

祈祷会改变我们，净化我们的意向，使我们的意向符
合天主的旨意；我们的呼求因而也随之改变，使之能被
接纳。这是因为祈祷并非只是我们自己的事，它同时也
是圣神的事。圣神在我们内工作，「扶助我们的软弱，当
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时，祂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
息，代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
什麽，因为祂总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圣徒转求」（罗八
26-27）。

在祈祷的本质上，我们还看到一个辩证关系，一个信
德增长和谦卑服从的表现，就如耶稣在圣神引领下的祈
祷那样。耶稣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事奉
祂」（路四8）；「父啊！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祢的意愿
成就罢」（路廿二42）。由於我们谦卑服从天主的旨意，
我们便可坚信天主必定不会迟延俯听我们的祈祷；更正
确地说，我们便能在信德中明认天主正在以祂自己的方
式向我们施行了正义，为我们伸冤。

耶稣向我们肯定了天主必会快快俯听我们的祈祷後，
随即问道：「但是，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
」（路十八8b）。耶稣期望找到的是怎样的信德呢？按照
主日福音的上文，这是一种与天主的国紧密相连的信德
（参阅：路十七20-36）。耶稣首先解释说：「天主国的
来临，并不是显然可见的；人也不能说它就在这里或在
那里」（20节）；意思是，我们并不会看见什麽令人惊骇

的天国来临的迹象，「因为天主的国已在我们中间」（21
节），就正处於那带给我们天国喜讯并临在我们中间的
耶稣身上。愿意接受这天国喜讯就意味着有信德，对耶
稣的信德，使我们因耶稣而成为「天主所召选的人」（路
十七7）。因此，天主必定不会让我们负屈含冤，祂必要
俯听我们在这信德中发出的呼求，如同祂曾亲自看见旧
约子民的痛苦，听见他们的哀号，而下来拯救他们脱离凶
险、压迫和虐待那样（参阅：出三7-10；六5-7）。

这种与天国紧密相连的信德是实际的信德。耶稣在这
信德内为我们成就了完好的新生活空间，使我们可以与
祂一起平安和喜乐地信靠天父的眷顾。这是实际的信
德，因为不管我们在生活中要面对什麽难题，或者经历
怎样的困扰，只要我们还能相信天父自会照料，天底下
真的就没有甚麽需要我们忧虑的事了。

耶稣期望在世上找到这种信德，乐见我们持有信德。
然而，这信德所期待的又是什麽呢？在天主国的背景下，
无非就是成义，获得救恩。因此，保禄可以肯定地说：「
福音是天主的力量，为使一切有信德的人获得救恩。天
主在福音中所启示的正义，是源於信德，而又归於信德，
正如经上所载：『义人因信德而生活』」（罗一16-17）。
实际上，义人不只是因信德而生活，义人更是因信德而
成义，一如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
义」（创十五6；罗四3）。

信德使人成义。那麽，成义又是什麽呢？保禄在这主日
告诉我们：「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
得救恩的智慧，…好使天主的人成全」（读经二：弟後三
15，17）。既然如此，就让我们透过圣经中的几个例子来
归纳出成义的意义。《罗马书》第四章25节说：「耶稣曾
为了我们的过犯被交付，又为使我们成义而复活」。这个
「成义」在圣经原文希腊文是dikaiōsis，意思是「处在与
天主的正确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把这个成义的意思重
置回圣经句子：「耶稣曾为了我们的过犯被交付，又为使
我们『处在与天主的正确关系之中』而复活。」《罗马书》
第五章16节又说：「恩赐却使人在犯了许多过犯之後，
获得成义。」「成义」在此的希腊文是dikaiōma，意思是
「被判无罪」：「恩赐却使人在犯了许多过犯之後，获得
『被判无罪』。」在《迦拉达书》第二章21节，保禄还说：
「我决不愿使天主的恩宠无效，因为如果成义是依赖法
律，那麽基督就白白地死了」。这里「成义」的希腊文是
dikaiosynē，意思是「天主所要求的正确行为」：「我决
不愿使天主的恩宠无效，因为如果『天主所要求的正确
行为』是依赖法律，那麽基督就白白地死了」。

从这几个圣经的例子，我们可以归纳出「成义」并不靠
死守法律，而是在信德中信赖基督的恩宠，在信德中期
待获享基督以祂的复活为我们取得的恩宠。我们因此可
以说，这种信德的期待就是使我们成义的方法；它让我

们「处在与天主的正确关系之中」，因耶稣的救赎而「被
判无罪」，并藉着基督的恩宠活出「天主所要求的正确行
为」。

回到耶稣的询问，在祂来临时能找到这种信德吗？如
果没有恩宠的助佑，耶稣知道祂必定找不到这种信德。
因此，当耶稣询问我们时，祂更主动地为我们祈求天父。
在我们以信德期待耶稣基督来临的背後，更隐含着耶
稣对我们的期待，以及祂为了满足这一期待而主动地祈
求。耶稣对伯多禄说：「我已为你祈求了，为叫你的信德
不致丧失，待你回头以後，要坚固你的兄弟」（路廿二32
）。耶稣不只是为伯多禄祈求罢了，祂也为以伯多禄为首
的整个教会祈求。

如此看来，我们最终能持有信德的依据就在於耶稣亲
自为我们祈求了信德；我们的信德因此并非我们的功劳，
而全是耶稣为我们求得的恩惠。既蒙恩惠，就得感恩图
报。在这信德的恩惠上，我们必须对耶稣感恩，除了感恩
还是感恩。我们只有在感恩中才能拥有稳固的信德，也
才能拥有坚定的希望去期待耶稣的来临。因此，让我们
全心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求得的信德，也让我们努力互
相坚固彼此的信德。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0月5日上午在圣伯多
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数千名朝圣信友

在场参加。教宗在要理讲授中继续省思“分辨”的主题，
邀请人们深挖自己的灵魂深处，好能“认识自己”，即识别
出哪些事令我们喜悦，哪些又令我们痛苦、让我们屈服。

教宗指出，“一种良好的分辨也要求我们认识自己。事
实上，分辨牵连我们的人性因素：记忆、才智、意愿及情
感”。“我们往往不晓得分辨，因为我们没有足以认识自
己，如此一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

正是从这“信仰生活与我们的人性、认知和情感维度不
充分的对话中”，产生“灵性上的疑惑和圣召危机”。“我
们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认识”。于是，教
宗引用灵修作家多玛斯·格林（Thomas Green）在《麦子
和莠子》一书中的话：

“我竟然深信，真正分辨（和在祈祷中真正成长）的最
大障碍，不是天主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属性，而是我们对
自己认识不足，甚至也不愿意了解自己真实的情况。几乎
我们每个人都躲在面具后面，不仅是在别人面前，在我们
对著镜子照自己时也是如此。”

教宗表示，“我们众人都有伪装自己的诱惑，即使面对
我们自己也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忘记天主的临在
与对我们自己的无知并行存在，即无视天主也忽视我们自
己，不了解我们的性格特征和我们最深的渴望”。

“认识自己并不困难，但却很费力：这牵涉到挖掘内心
的耐心工作，要求我们能够停下来，‘关掉自动驾驶仪’，
以便能意识到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身上的情绪，以及反
复出现的想法，它们经常在我们没有察觉到的情况下影响

著我们。”
认识自己也要求我们能够区分“激动的情绪与灵性上的

选择”。教宗解释，这就是觉察到“我所感觉的不是我所
信服的；我感觉到的并非我所愿意的”。如此就能“认出
我们看待自己和现实情况有时会曲解的眼光”。

教宗认为，“察觉到这一点是一份恩宠”。的确，“我们
经常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对现实作出误判，而这些经验对
我们有极大的影响，限制了我们为生命中真正有价值的事
物进行拼搏的自由”。

接著，教宗用“密码”这个信息词汇来讲解认识自己的
道理。他说，“灵性生活也有自己的密码：这些词语触动心
灵，因为它们触及我们最敏感的地方”。

“诱惑者，即魔鬼，非常了解这些关键词，重要的是我
们也要了解它们，以免我们处于我们不情愿的境地。诱惑
不一定暗示坏事，但往往是没有头绪的事，以过于重要的
面貌呈现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它以这些事物在我们身上
激起的诱惑力来催眠我们。这些事物美好，却是虚幻的，
不能持守承诺，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空虚和悲伤的感
觉。这种空虚感和悲伤感是一个信号，表明我们‘走上’了
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使我们迷失了方向。”

这些事物“可以是学位、仕途、关系，所有这些其本身
都值得称赞，但在这些事物面前如果我们不自由，我们就
会怀著不切实际的期待，例如确认我们的价值”。教宗举
例说，“，当你思索你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时，你只想到提
升你自己，为自己的利益，还是也为用于服务社会？从这
里可以看出我们每个人的意向是什么”。

教宗指出，“重要的是要认识自己，知道我们内心的密
码，知道我们对什么最敏感，保护自己不受那些试图以言
词来说服我们的人的操纵，但也要认识到什么对我们是
真正重要的，识别出当下的时尚或引人注目的肤浅的口
号。

教宗最后总结道，认识自己的最好帮助是“良心省察”。
要养成这个好习惯， “静下心来重新审视我们一天中所
发生的事，学会在我们的评估和选择中，注意到我们最重
视的是什么，我们在寻找什么和为什么，以及我们最终找
到了什么”。

“最重要的是，学会识别出什么能满足内心。因为只有
上主能说出我们有多少价值......没有任何障碍或挫折能阻
止祂温柔的怀抱。”

教宗公开接见：认识自己，预防魔鬼的操纵

我已为你祈求了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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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讯）今年马六甲圣德肋撒堂庆祝81周年
主保庆典，主题是“像光明之子一样一路同

行”。吉隆坡甲洞耶稣圣爱天主教堂的堂区主任刘志
坚神父应邀在弥撒中证道。

在9月29及30日进行了敬礼及弥撒，接着在10月1
日进行敬礼、主保弥撒及游行，有1500位教友参与
其中。这是继2016年后，相隔了6年再次举行的大游
行。

当天晚上弥撒前圣堂内及圣堂有盖走道已经坐满教
友，迟来的只好到公教中学礼堂参与线上直播的弥撒
圣祭。7时正主保弥撒正式开始，由堂区主任张德福神
父以双语（华英）主持，刘志坚神父证道，共祭的有
堂区副主任李福泉神父。

约8时30分，全体教友即列队参与游行。在交警及志
愿警卫队成员的协助下，大家都很有秩序的出发。游
行队伍从圣堂出发前往邓雨苗路，再从王金辉路前往
东街纳路，接着转入雅佳美浪路返回教堂，全程约2.1
公里。

参与游行的教友手持电子灯，走在圣德肋撒态像后
面，全程在司仪念出德肋撒语录后，就一起唱天主
经、圣母经、圣三光荣经及赞颂圣女德肋撒的歌曲。

游行结束回到圣堂后，牧民议会议长杨瑞成兄弟及
堂区主任张德福神父致词，同时也有切蛋糕仪式。最
后在张神父给予全体教友的隆重降福后，结束了主保

弥撒。
此外，圣德肋撒堂于10月10日晚上7时30分，在林

镇潘酒家举办81周年主保晚宴，筵开130席，并通过
该晚宴为建设堂区活动中心电梯及钟楼筹募基金。

（槟城讯）余金忠神父于2022年9月
中，在槟城几个堂区举办了数场的

讲座会，场地分别是在大山脚圣亚纳圣殿、
槟城七苦堂，以及峇冬丁宜的圣母圣名堂。

于峇冬丁宜圣母圣名堂的讲座会是落在9
月24日。当晚，余神父分享的主题是【天主
教法典的婚姻观】。

余神父的演说精彩万分，在当晚的一个多
小时演讲中，余神父把复杂的天主教婚姻法
典，按照不同范畴进行分类，同时确切地分
别解释其主要情节，以简炼方式将事件表述出来。

他的用心解说深深吸引着在场的百多位听众，让出席
者对天主教的婚姻法典有了更深的领悟。

他的崇高的思想、渊博的学识、远见卓识的演说，足
以证明他在法律知识上的得心应手。

当晚分类的论题包括有：天主教婚姻的旧约观、新约
观与神学观、天主教婚姻的本质、婚姻的无效和阻碍、
天主教婚姻的【合意】、天主教婚姻的解除等等。

讲座会完毕，有多位出席者在【问与答】环节中，也
发问了一些存有难解与争议性的婚姻问题， 余神父都一

一给予非常合理、恰当、明智的回答！

余金忠神父的简介与使命
余金忠神父是在意大利威尼斯庇护十世教会
法学院(Facoltà di Diritto Canonico- San Pio 
X in Venice)修完他的法律博士;他也于2018年
在宗座封圣部考取了封圣学的课程学位。

因此，余金忠神父可以是天主教会的【法
官神父】、也可以是教授，同时，他也享有
教会特别法-封圣法律的律师资格。

好学不倦的余金忠神父将于2022年11月，再次回到意
大利执行两大任务。

1）在意大利北部Concordia-Pordenone教区继续服务
三年，这也是主徒会会祖-已故天主之仆刚恒毅枢机
主教（Card. 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的原生教
区。
2）与此同时，进行主徒会会祖刚恒毅枢机主教的宣
福（封圣）过程的法律申请工作。
（注：刚恒毅主教是一位非常热爱中华民族的传教

士）

这项推广刚恒毅枢机主教的宣福任务，是由余金忠神
父代表主徒会与Concordia-Pordenone教区代表一起合
作推行。

而宣福的法律申请也必须通过两个环节：【教区阶
段】与【罗马阶段】。

【教区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刚恒毅枢机主教在世
时的三个重要资料：

i）见证（曾经听过或见过刚恒毅枢机主教的见证）
ii）刚恒毅枢机主教出版过的书籍与文章（目前有42
本书，两百多篇文章)
iii）刚恒毅枢机主教还没出版过的文件包括他个人的
信件（这项比较复杂，需要去他到过的地方寻找)
根据余金忠神父的口述，收集资料的工作自2017年便

已经开始了，目前已经来到尾声，一旦完成，所有相关
收集资料将会提交到【罗马阶段】，以进行下一回合的
罗马宣福（ 封圣）法律的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余金忠神父的博士论文刚好是编写主
徒会的源生创会历史发展，这是一篇选写刚恒毅枢机主
教在中国创会的历史发展记载的完整论文。

所以该论文将是这项宣福申请过程的重要文件之一，
由于该书含有许多未曾出版过的文件，因此经过一番的
考虑过后必须出版为书籍作为其他研究者参考。

此书已经以意大利文出版，将来也会翻译成英文与华
文版。

这一次余金忠神父到来槟城，也特意去了槟城天主教
大修院一趟，目的就是要收集更多刚恒毅枢机主教的文
件资料，因为在1922年与1926年，刚恒毅枢机主教就
曾经到过这间修院。

余神父的目标是在这三年内去完成【教区阶段】的使
命，同时，继续跟随他的法律恩师学习，以便将来回到
大马为天主教会做出更大贡献。

以此，我们祝愿及期望余神父早日达成他的神圣目
标。

麦可佐思。。。。。 报道

马六甲圣德肋撒堂庆祝81周年主保庆典

主题是“像光明之子一样一路同行”

（马六甲讯）马六甲圣德肋撒堂在建堂81周年庆
典中，特别设立了“历史走廊”展览会，呈

献圣德肋撒堂81年的辉煌历程。
设立在圣德肋撒堂活动中心的历史走廊，于2022年

9月24日傍晚7点半，在堂区副主任李福泉神父、堂区
财经委员会主席黄瑞雷、堂区牧民议会议长杨瑞成、
副议长黄瑞保及众教友的陪同下，由堂区主任张德福
神父剪彩开幕。

张德福神父在开幕仪式致词说，此展览会述说我们
的过去、我们的历史，也就是人的意志、人的过去、
人的历史。此历史走廊也有展出一些灰黄照片，可能
会让参观的教友感触良多，也更新记忆，让教友更珍
惜信仰。

先贤从唐山乘船南来，落地生根、兴建公所、小堂
及教堂，圣德肋撒堂在1941年建成。

在展览会内参观者可以看到圣德肋撒堂40年代的旧
祭台以及主日弥撒采用的拉丁文经文，各种祭器，
还有个小堂的历史和文物等等。在展览中也有播放影
片，让参观者在视听中了解堂区的历史。

展览会的开放时间是9月20日至30日，每天晚上7时
30分至10时30分，10月1日开始至30日每逢周六及周
日弥撒结束后。希望大家怀着感恩的心一起参观，共
沾主荣。

马六甲圣德肋撒堂
“历史走廊”展览会

马六甲圣德肋撒堂“历史走廊”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