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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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华文
教务促进会2022年度会员
大会，于10月9日在吉隆坡玫

瑰堂的熊保彬礼堂圆满举行。
疫情让我们在过去的两年无法召开实体

大会，而今年我们终于见面。本届会员大
会出席的人数比往年多，共有92人，即57
位堂区代表、28位理事与事工。廖炳坚总
主教，及6位神职人员：李义兴神父、刘志
坚神父、蔡钊发神父、黄鏓颖神父、何崇
祯神父及陈忠勇神父的莅临，更是给予吉
隆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及众华人教
友推动华文教务的支持与肯定。

本届出席会员大会的成员来自8个铎区，
即吉隆坡中部铎区、吉隆坡南部铎区、吉

隆坡北部铎区、八打灵铎区、乌雪铎区、巴
生铎区、森美兰铎区及彭亨铎区。

廖炳坚总主教在会员大会册子的献词
中鼓励大家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
，去改善我们的生活，以及身边人的生
活。“你是世界的光……你们的光也当在
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
荣你们在天之父。”（玛 5:14,16）。成为基
督的跟随者，以和平缔造者的身份生活，
彰显天主的爱以及愿意为他人服务。

  廖总主教也提到教会的使命需要所有
神职人员、所有修会兄弟姐妹以及教会圣
统制中最大群体 - 平信徒的参与。让我们
继续与教会一起偕道同行，通过聆听和对
话的过程，与教会共融。

自1993年，吉隆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进
会在一群热心华文教务发展的神职人

员及平信徒共同努力下，同时获得当时的吉
隆坡总教区费南迪总主教（后来的第一位
马来西亚枢机）的首肯及支持下而成立起
来。也因着各种牧民需求成立了不同的属下
委员会以便有计划地发展各项事工。同时，
也首次由平信徒担任主席，领导组织。

过去的20多年，在数位前指导神师及前
主席的领导下，吉隆坡华文促进会及属下委
员会（最新章程已经改为属下事工局）一直
依此本会的宗旨及目标发展本教区的华文
教务。

两年疫情的侵虐，造成了各国边境封锁
以及马来西亚政府实行行动管制令(MCO)
，似乎是一场末日的灾难！随着圣堂被迫关
闭以及教会各项事工或是活动必须停滞下
来，更形成了每位教友在信仰生活上的挑

战！如今，圣堂重新开放，教友们陆续回到
圣堂参加弥撒，教会的各项事工以及活动
也开始启动，如雨后春笋，可说是给大家捎
来的“末日恩典”的喜讯。

吉隆坡促进会将在明年（2023年）庆祝成
立30周年庆，并从今年会员大会开始起至
明年会员大会，以一种连贯性的方式进行。
期待吉隆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今年展
开并波动翅膀，明年则以明确的方向往高
空飞翔，带领华文教友展开全新的方向。
故订下此大会标题《振翅29（疫情后的教
会）•高飞30（成长中的教会）》。

吉隆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以及属下
事工局为求能够在未来明确地及有效地主
办各项活动，在大会前已恳请各铎区堂口以
回答问卷的方式事先进行讨论，并在大会
时分组讨论并呈报，给与吉隆坡促进会及
属下事工小组意见。

筹委会主席萧伟强传达大会主题
《振翅29 • 高飞30》

吉隆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

2022年度会员大会
振翅29 • 高飞30 

本会已经成立29年，明年我们将庆祝
30週年，主题为《振翅29 • 高飞 30

》——本会展开翅膀，飞翔至上，迎接未来
的方向，尤其履行向外福传的使命。

疫情后的教会，我们面对很多新的挑战，
只要勇敢面对挑战，善于抓住机遇，并且依
赖天主赐予的智慧与力量，开放创新，与时
并进，我们才能共同开创、发展新局面。《
振翅29 • 高飞30》，让我们一起承担与同
行，初心不忘，携手并肩，凯歌前行。

我们有不少教友，尤其我们的青年，
都对我们总教区促进会不认识或感到陌
生。本会是受总教区总主教所承认，是
教区的其中一个任务局，附于吉隆坡总
教区牧民发展委员会（KL Archdiocese 
Pastoral Development Commission）
里的各语言组的信徒代表（Language 
Apostolate），除了有华文组，还有国文
组及淡米尔文组，在吉隆坡总教区的官

方网站可以找到。
主席也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本会的官

方网站将会在年秒或明年初完成，以方便
大家搜寻有关本会及属下事工的资料、资
讯。此外，本会会所已经完成装修，给大
家打造一个更好，更舒适，更清洁的环境
进行会议及活动。疫情后，本会也会开始
进行更多的大型活动，即四教务讲习会、
新春团拜、青年大聚会、圣诞联欢会、中秋
晚会，以及邀请著名台湾主播及国外神父
举行讲座，当然也少不了各事工局所筹备
的培训讲座等，希望能够借着这些活动帮
助并装备教友，提升教友灵修生活及执行
能力。

时间允许，主席更希望能够安排到各堂
区去拜访交流，特别是比较偏远地区的教
友以及还未成立华文教务促进会的堂区进
行拜访，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方便及更有
效果地协调及服务当地华人教友。

吉隆坡总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主席陈开长表示

此次大会焦点将目光放在铎区工作
坊内，各铎区按照自己的情况讨论

出未来努力及合作的方向，并在神职人
员、促进会及各事工小组前汇报。八大
铎区的汇报资料已被收纳，并且将会在
未来的吉隆坡总教区促进会会议中进行
讨论、审核，为《振翅29 • 高飞30》拟
出华文教务促进会新努力方向。

本会的指导神师李义兴神父的致辞
中说道在疫情恢复当中，我们应努力把

信仰彰显出来，让我们继续在信仰中成
长。李神父呼吁各堂区若面对那一方面
的需要如信仰培育、礼仪、家庭生活、心
理健康等等，可以咨询总教区华文教务
促进会。

最后，李神父感谢筹委会、理事和事工
的付出，以及所有来自各堂区代表的出
席。常年大会以2022年福传祈祷文为闭
会祷，接着李神父协同蔡钊发神父以及
何崇祯神父降幅和大合照。

大会焦点——铎区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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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德训篇叁五：12-14，16-18；弟后
四：6-8，16-18；路加十八：9-14）

主内的兄弟姊妹：
天主居於高天（参阅：约廿二12），但人人
都能接近祂；天主仿佛静默沉睡（参阅：
咏四四24-25），却总是及时倾听我们的
呼求。其实啊，天主比我们还更认识我
们自己，爱我们比我们爱自己还多；祂从
不间断地指引和扶持我们（参阅：咏一三
九1-18）。那麽，我们该如何站在天主跟
前，向天主祈祷呢？这就是耶稣今天所要
教导我们的主题。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圣殿
去祈祷：一个是法利塞人，另一个是税
吏。他们上圣殿祈祷，也就是有意识地来
到天主跟前，向天主敞开心灵，阐述自己
的所作所为。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法利塞人
是奉公守法的人，而税吏则是公开的罪
人。耶稣藉此表明，无论好人罪人，人人
都可以到天主跟前祈祷，天主确实也全会
予以倾听。不过，我们在天主跟前阐述的
所作所为，是否与天主自己所领略的一致
呢？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法利塞人。他充满自
信地进入天主的圣殿，自以为是义人。「
他站着，在心里祈祷」（路十八11），意思
是：他停在圣殿的入口处，策划要如何祈
祷。他所策划的祈祷内容，其实还没有表
达出来，但祈祷的方向显然已经非常清楚
（可参阅荡子比喻中小儿子的祈祷策划：
路十五18-19）。他庆幸自己的好命运，
因为不必像罪人那样去偷、去抢、不忠不
义，尤其不像税吏那样得背叛自己的民
族，搜刮剥削。他还决定要提醒天主，指
称自己谨守法律，洁身自爱，每周禁食两
次，诚实付税。他以为像他这麽一个圣洁
忠诚的人，天主必定会赞许他，甚至奖赏
他。他就是这麽以为！

另一个税吏呢？他只是「远远地站着」
（路十八13），意思是：他也停下来，但离
开那位法利塞人远远的。他自惭形秽，觉
得自己不配靠近那位义人，更加不配接近
天主。他还能策划要怎样向天主祈祷吗？
他无法策划祈祷的内容，毫无善行可表。
虽然他自觉很需要接近天主，但接近天

主却让他畏惧颤抖。因此，他连举目望天
都不敢。他自知罪过深重并自我责备，可
能就如那位法利塞人所指责的：勒索、不
义、奸淫。他承认自己确实是个罪人，所
以只能捶胸呼求天主垂怜：「天主，可怜
我这个罪人罢！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罢！
」（路十八13）

然而，天主的思念不是我们的思念，我
们的行径也不是天主的行径（参阅：依五
五8-9）。天主看人心、洞悉人心（参阅：
撒上十六7）。耶稣告诉我们：这位税吏回
到家里，成了正义的，而那位法利塞人却
不然（路十八14）。这位税吏空虚自己，使
自己的心灵能容纳天主的怜悯。他乞求做
个承受天主怜悯的对象，因而受到了怜
悯，成了有福的人（参阅：玛五7）。那位
法利塞人自信满满，虽然也向天主祈祷，
心中却装满了自己。装满了自己的心灵就
再也装不下天主；自以为义的人绝对无法
因天主而成义。

虔诚的祈祷必须以天主为中心，不能以
自我为中心。耶稣没有教导我们在祈祷时
要对天主说：「我、我、我…」；祂教导我
们要对天主说：「祢、祢、祢…」：「愿祢
的名被尊为圣；愿祢的国来临；愿祢的旨
意承行！」（玛六9-10）。自我中心的人必
定自命清高；只有以天主为中心，人才能
学会谦冲自牧。因此，耶稣讲了这个比喻
後，再次训诲我们说：「凡高举自己的，必
被贬抑；凡贬抑自己的，必被高举」（路十
八14；十四11）。

圣史路加在叙述这个比喻之前，先给我
们设了一个场景说：「耶稣向几个自充为
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讲了这个比喻」
（路十八9）。这并非一个虚设的场景，而
是当时信仰团体的实际状况。在圣史路加
当时的团体中，有一小群人自认为非常虔
诚、行善守法，自觉生活平安，亲近天主，
并获得天主的降福。显然，他们也不是
虚情假意，他们的确在努力活出信仰。可

是，久而久之他们就变得自命清高，也觉
得必须远离罪人，不屑与罪人同流合污。
他们甚至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判断别人、
排斥异己，信仰因而成了精英主义。

幸好，在这信仰团体中也有一些人持不
同意见。他们意识到这种情况不能如此
延续下去，因为这种明哲保身的信仰不符
合耶稣的训诲。这种新意识其实是来自圣
神的推动，催促他们去省思基督信仰的真
义，勇敢地活出基督爱近人、亲近罪人的
精神。圣神今天也在我们的现时代推动这
种新意识，呼吁我们要仁慈待人，慈悲如
同天父。

基督徒不可在人前和天主前只叫自己
坐上尊位，却要帮助更多的人能够一起坐
上尊位。换句话说，基督徒必须尊重所有
人，促进所有人的尊严，不可轻视他人，
不可判断他人。否则，我们就会被天主轻
视和判断，因为天主自己很重视我们眼中
所谓的罪人，尊重每个罪人的尊严。在天
主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位，天主乐见
每个人都受到尊重。我们在比喻中可以清
楚看到这点，耶稣并没有说那位税吏的
祈祷比较好，耶稣只是说他回到家里，成
了正义的。他仍然需要多多学习祈祷，学
习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承认自己的罪过
只是祈祷的起点；藉着承认自己的罪过，
人就可以开始学会去尊重他人，不轻视他
人，也不判断他人。

耶稣教训门徒们常要帮助像税吏这样
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呼求天主怜悯的
态度将使得他们的生活具有价值，因为他
们从此就走上了正义的道路。这是真正的
基督福音。这福音给人打开了接近天主的
大门，叫人要勇敢，不要害怕，不要因为
自己的罪过而继续远离天主。这是为我们
众人的福音。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
一直生活在罪过中，有多少人因此害怕天
主。然而，主日弥撒读经都在鼓励我们：
天主富於仁慈，乐於俯听和应允罪人的祈
祷；我们诚心诚意的祈祷，我们谦卑的祈
祷必蒙天主悦纳，天主必使我们在人前受
到尊重，在祂前成义。最後，让我们与圣
保禄一同祈祷，同声赞颂常在我们左右的
天主：「愿光荣归於祂，於无穷世之世！阿
们。」（读经二：弟後四18）

～ 张德福神父 ～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0月12
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

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以灵性分辨为要
理讲授的主题。这一次，教宗讲解了“渴
望”这个关乎分辨的因素，指出“分辨是
一种寻找的形式，寻找则总是出于我们
缺乏却又熟悉的某件事”。渴望“是对一
种圆满的向往，这是永远不会达致完全
的圆满，是天主临在于我们内的标记”。

教宗首先解释，“渴望”源自拉丁语，
意思是“缺少星辰，缺乏指引生命旅程
的参照点” ，这种欠缺引起痛苦和不
足，同时也急于获得所欠缺的善。于是“
渴望成了了解我在哪里和要去哪里的指
南针，也是了解我是静止不动还是正在
前行的指南针。一个从来没有渴望的人
是一个静止不动的人，也许是病人，几乎
是死人”。

教宗继续解释，渴望是有深刻含义的
产物，在困难面前扛得住。他举例说，一
个人口渴，若不能马上找到水，他不会
因此而止步，放弃去寻找。只要能找到
水喝，他准备做出一切牺牲。渴望经得
住时间的考验。另一个例子是：一个青
年渴望成为医生，他必须付出努力，懂得

放弃。“必须设定限制，懂得说‘不’，首
先对其它专业说‘不’，也要对可能遇到
的娱乐和能分心的事说‘不’，但他的渴
望“使他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此外，教宗提到，“耶稣在行奇迹之
前，常询问需要帮助的人有什么愿望”。
例如，祂问贝特匝达水池旁那个瘫痪的
人：“你愿意痊愈吗？”我们要问，耶稣

为什么这样说？
“事实上，瘫痪者的回答揭示了一系列

对痊愈的怪异抵制，这不只是他如此。
耶稣的提问是邀请他澄清自己的内心，
接纳可能出现的在质方面的飞跃：不再
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看成需要他人抬著
走的“一个瘫痪者”。但床上这个人似乎
并不那么信服祂。

教宗说，通过与上主的交谈，我们学
会了解我们在生活中真正希望的是什
么。”那个瘫痪病人是一种人的典型，他
们说“是的，我愿意”，但为他们的渴望
什么也不做。于是，“愿望成了幻想，不
迈出一步来实现它”，而是开始抱怨起
来。

“但要当心，抱怨是一种毒药，毒害人
的心灵和生命，不让你增长向前进的愿
望。你们要对怨言持谨慎的态度。若在
家庭中出现抱怨，夫妻就会埋怨，而且彼
此抱怨，子女抱怨父亲，或者神父抱怨
主教，或主教抱怨其它许多事情......。不
能如此，如果你们发现处在抱怨中，就
要当心，这几乎是罪，因为它不让渴望增
长。”

教宗著眼于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指

出如果说一方面似乎“助长最大程度的
选择的自由，同时又消耗掉渴望”，使其
沦为一时闪过的念头。数以千计的提议
铺天盖地落在我们头上，能使我们分散
注意力，失去真正想要的东西。“想想年
轻人，比如说，他们手里拿著手机在搜
索，在看...... ”，“可是，你是否停下来思
考？”

“许多人感到痛苦，因为他们不知道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愿望；也许他们从
未碰触过自己最深层的渴望。由此，一
个人的生命会在各种尝试和思谋策划之
间度过，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并错过
宝贵的机会。如此，一些改变，尽管在理
论上有这个愿望，但当机会出现时，却从
未去实施，缺乏把事情做到底的强烈愿
望。”

教宗问道，今天，如果耶稣问我们“你
愿意我为你做什么？”我们会怎么回答。
教宗给出他的回答，“也许，我们终于能
求祂帮助我们认出祂的深切渴望，也就
是天主放在我们心中的渴望”。“上主也
许赐予我们认出这渴望的力量”，为使“
我们参与祂的圆满生命”。这实际上是
天主对我们的渴望。

教宗公开接见：渴望是分辨我们方向的指南 

谦卑的祈祷必蒙天主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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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信仰通讯社）—尽管正值雨
季，泰国首都曼谷大约倾盆，但丝

毫没有阻挡住欢乐的节日气氛，迎接十月
十二日在曼谷牧灵中心开幕的亚洲主教团
协会全体大会。来自29个亚洲国家和地
区的150位主教，以及大约50多位包括圣
座多个圣部代表在内的嘉宾将出席会议。
本届大会主题是“他们就由另一条路走
了”（玛2，12），将于十月三十日落下
帷幕。一九七O年，先教宗圣保禄六世访
问亚洲期间，首次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向
亚洲主教发表讲话，宣布成立亚洲主教团
协会。这也是自二O二O年疫情而推迟后
召开的会议，主教们将重新感受亲临会议
的喜悦。

据亚洲主教团协会介绍，大会旨在评估
半个世纪的历程，反思当今亚洲社会和教
会现状、更新“在亚洲探索耶稣圣容”的

历程。
据本社获悉，开幕式上，亚洲主教团协

会主席，缅甸籍的貌波枢机将主持弥撒圣
祭。三十日的闭幕式圣道礼仪，将由从罗
马专程赶来参加会议的福音传播部路易
斯·安东尼奥·塔格莱枢机主持。

尽管被疫情所困，但两年来，主教们通
过视频网络会议等进行交流、探讨牧灵工
作、筹备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等。

曼谷会议中，将采用不同语言祈祷、诵
念祷文、高唱主题曲、反思、分组工作，
并通过网络进行“亚洲脱口秀”、介绍从

亚洲各国中挑选的14所堂区的牧灵工作。
亚洲主教团协会是南亚、东南亚、东亚

和中亚地区主教团组成的协会，旨在推动
亚洲主教合作而创建。现由19个国家和
地区主教团组成，秘书处设在泰国首都曼
谷。现任主席为缅甸仰光总主教区总主教
貌波枢机。

一九七O年，正在亚洲访问的保禄六世
教宗，接受了韩国金寿焕枢机（1922-
2009）的建议，成立一个亚洲主教们组
成的组织。在马尼拉，保禄六世教宗还
勉励亚洲主教们团结一致、迈出必要的
步骤。一九七一年，亚洲主教团协会起
草了常设机构章程，并呈递圣座审批。
一九七四年，协会在台北召开首届大
会，并决定每四年召开一届全体大会。
最后一届第十二届全体大会于二O一六年
举行。

亚洲主教团协会全体大会庆祝成立五十周年：

“他们就由另一条路走了”

澳门教会档案处一位负责人说，教
区首次正式向公众开放其近百万

份文件档案，以及很多具有历史文化和
遗产价值的文物。

澳门教区成立于1576年，是远东地区
第一个天主教会辖区，自葡萄牙殖民时
期（1557-1999年）开始，四百多年来
一直保存著这些文件和文物。

位于主教府的「教区历史档案及文物
处」为主教公署辖下之行政单位，主责
进行歴史档案及历史文物之相关管理工
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0年将圣若瑟
修院的一些古籍和主教公署的档案纳入
其亚太地区世界记忆项目中。

澳门教区的葡文周报《号角报》10月
7日报道，档案处办公室主任叶家祺表
示，教会认为与人们分享历史和文化遗
产很重要。

叶家祺说：「教会不是博物馆，她是
旅途中的教会，要不断地活出信仰。所
以这些文物的见证，需要每天重新呈现
出来，不断更新它们的意义，才能让我
们继续透过这些有形的遗产在新时代中
延续这份恩宠。」

他指出，这些档案包括「超过一百万
页的档案和文件」，展示了澳门丰富的
文化和宗教历史。

这些文件必须至少有10年的历史，才

能被归类为「历史档案」。然而，与罕
见和关键的历史事件有关的文件是允许
例外的。

叶家祺说，他们根据《国际档案着录
标准（通用）》原则，并配合教区发展
需要，将文件归纳到教区的档案处。

他表示：「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分为『
历史档案室』及『文物室』」。历史档
案室设于主教公署地面层。文物室则设
于岗顶圣若瑟修院内。

圣若瑟修院与圣保禄学院成立于1728
年，是在中国、日本和其他地区开展传
教工作的主要基地。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出版的《
世界巴洛克建筑地图集》所述，圣保禄
教堂及学院的遗址是中国唯一的巴洛克
建筑典范。

澳门教区档案处的档案分为现行档
案、历史档案和机密档案三类。

机密档案是按教会法的规定建立的，
只有主教才能查阅，以及决定其分类和
使用的安排。

档案处的团队负责档案和文物的编目
和管理工作，开展文化档案和文物的研
究和推广，以及文物的保存和修复工
作。

叶家祺说，特别是圣像等文物因在出
游时的移动或信友触摸，令圣像结构碰
撞受损、接触位置脱色等不是因为处

理，而是由于过程中的意外。
他表示，修复因高温和高湿度而损坏

的文物通常需要专业处理。「这些情况
就需要请专业人士修复相关损毁物品。
而圣尸圣像的枕头、祭衣、祭披等，便
需要找专门制作祭衣的裁缝。」

该团队最近完成的修复是耶稣的圣
像。

叶家祺补充：「修复团队花了约三个
月的时间来修复耶稣的圣像。」

目前，档案处的档案员正着手修复存
放在主教府的一批澳门教区前任主教的
油画。

澳门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是地区
内传教活动的中心。

圣若瑟教堂收藏的澳门最珍贵宗教遗
物之一是圣方济各沙勿略手臂上的一块
骨头。该臂骨原属天主之母堂 (圣保禄
遗址) 的收藏。

圣若瑟修院的学术课程相当于大学
的课程，葡萄牙女王多纳玛利亚(Dona 
Maria)于1800年授予它「传道修会之
家」的皇家称号。

从16世纪开始，澳门教区在亚洲覆蓋
了从日本到东南亚的广阔地区。在过去
的几个世纪里，有超过100个教区从澳
门教区分离出来。

澳门于1999年由葡萄牙殖民地回归中
国领土。在67万人口中，教区的9个教
区有约3万名天主教徒。

澳门教区对外开放其历史档案及文物
亚洲主教团协会(FABC)五十周年祈祷文

圣父,你当受赞美。
你以你伟大的爱情,派遣你的唯一圣子,
他以苦难、死亡和复活,以及圣神的德能,
使我们与你和好如初,又使我们彼此和好。

为亚洲主教团协会诞生五十年,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由于你上智的安排, 及圣神的带领,
使来自亚洲的主教相聚并成立亚洲主教团协会。
求你使亚洲主教团协会继往开来,
在辽濶的亚洲,
为你所深爱的人民,
坚定不移地践行爱德和服务的使命。

求你帮助我们跨越各种挑战,
以维护家庭稳定,使青年满怀抱负,
并保护环境、民族、
文化及宗教之间的和谐。
我们仰赖新福传之星、
玛利亚天主之母的转求和庇护,
祈愿亚洲主教团协会庆祝五十周年的好时机,
激励我们辨别新路径,更新我们的使命,
好能向穷苦者、被欺凌和边缘化的人、
流离失所及移居他乡的人、
饱受蹂躏的大地母亲,
传告那充满活力并赋予生命的福音喜讯。

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门。

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译

教区历史档案及文物处办公室主任叶家祺在档案馆打磨一件历史文物。（图
片：Jornal-O-Clarim）

五十年前的亚洲主教团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