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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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11，19；12，1- 6a. 10a-b；格前
15, 20-26 ； 路一，39-56)

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 教会有 四条 关 於圣 母 玛 利 亚 的
信理。两条信理源自教父时期：一、
圣 母 卒 世 童 贞；二 、圣 母 是 天 主 之
母“Theotokos＂，她怀孕并生下天主
圣子耶稣基督。第三和第四条只在十九
及二十世纪才被钦定为信理，但许多世
纪以来早已一直在很多地区深受信众敬
礼：三、圣母始胎无染原罪（1854年钦
定）；四、圣母灵肉被擢升天（1950年钦
定）。今天我们喜庆圣母升天节，一个
让我们充满希望，令我们欢欣鼓舞的节
日。

庆祝圣母升天实在就是庆祝人类的
未来，那时人类将重返乐园，再次密切
地与天主同在同行。这人类的未来是可
实现的，因为人类的一个女儿，圣母玛
利亚，已经先我们到达了那里，并且一
直在为我们代祷。圣母玛利亚最懂得如
何把我们的祈祷带到天父面前，使我们
的祈求蒙俯允；因为她满被圣宠，能最
敏锐地察觉天父的旨意并付诸实行。其
实，因着圣母玛利亚，我们时常都感觉
得到天主总是聆听我们，多过我们聆听
祂；天主总是乐意聆听我们，多过我们
愿意聆听祂。

《创世纪》记载，人和他的妻子被天
主赶出乐园，因为他们违犯了天主的禁
令，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这是罪，导致
人类堕落的罪。之前，他们富有灵性，
在天主前深感安宁，常与天主亲密交
谈。但是，当他们发觉自己因犯罪而变
得赤条条、一无所有後，他们就躲藏起
来，害怕与天主相遇。他们与天主的相
互信任关系已经破裂，不能再留在乐园
里。有罪必有罚，这是正义的要求。因
此，天主把他们赶出乐园，而且派了持
火剑的天使加以防守，以免他们再靠近
生命树。在乐园外，人必须艰辛劳作才
能存活，他的妻子每次都得历经痛苦才
能成为母亲；而诱惑他们的古蛇则成了
被咒骂的，毕生得用肚子爬行，永远站
不起来。然而，慈悲的天主绝不弃人於
不顾；天主依旧爱护他们，甚至做了件
皮衣，给他们穿上。皮衣是很耐穿的衣
服，说明天主对人的爱护是持久的。最
後，天主还向人许诺，在女人生下的後

裔中，有一位将要踏碎古蛇的头颅，也
就是战胜罪恶和死亡。这许诺就是「原
始福音」（参阅：创三1-24）。

《创世纪》接着记述人在乐园外的生
活，「人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厄娃；厄娃怀
了孕，生了加音，以後她又生了加音的弟
弟亚伯尔…」（创四1-2…）。虽然圣经
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凭感觉继续想像
「原始福音」在乐园内的发展。天主把
人赶出乐园後，祂闭上眼皮，长叹了一
口气。众天使静默地鞠躬跪拜。整个乐
园笼罩着一片哀悼和怀念之情。这不是
天主乐见的氛围，因此天主决定来到世
界，寻找被祂逐出乐园的人。天主把自
己化为人内在的良心之言，在人的生命

旅途中默默地引领人，从另一条没有火
剑天使防守的路走回乐园。虽然人一路
上跌跌撞撞，但终究还是能成功抵达。
天主终日引颈翘望，期待离开乐园的人
能够早日成功归来，使乐园内再次且永
远地欢宴喜乐（参阅：路十五11-32）。

今天，我们庆祝天主的大能成功地把
人类的一位後裔带回乐园，我们也庆祝
人类确有能力与天主合作，以完成天主
的救恩工程。今天，我们庆祝一位全然
接受良心之言指引的女人，我们更庆祝
天主的良心之言在这女人内成了血肉，
降生成人。祂就是耶稣，「死者中的首
生者；天主乐意使整个的圆满居在祂
内」（哥一18-19）。祂是人类的导师、
善牧、救主，祂来带领人类回归乐园，
使乐园重新充满欢乐。因此，这位在世
界上生了祂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合情
合理且必然地要先与祂重归乐园；反之
就太不合情理了。

今 天我们 诵 读的《福音》有 两大部
分：「圣母往见表姐依撒伯尔」（路一
39-45）和「圣母心神颂扬上主」（46-
55）。第一部分叙述两个有福的女人的
际遇，但她们有的不是一般的福气。依
撒伯尔原本不能生育，却在老年蒙天主
祝福，怀了男胎，因而除去了她在人间
的耻辱。她这位蒙天主祝福的女人，一
听到玛利亚请安，立刻便认出玛利亚更
是蒙天主祝福的女人，是吾主上主的母
亲。玛利亚蒙受的是上主与她完美同在
的万福，使她满被圣宠。换言之，当天
使加俾额尔以「万福！满被圣宠者，上
主与你同在！」这句话向玛利亚请安时，
天主也把这话深置於玛利亚心灵之中。
玛利亚曾因这话惊惶不安，但她顺从这
话，守护这话，谦卑地让这话成就於她，
让圣神在她内工作，使这话在她内成为
血肉，降生成人（参阅：路一26-38）。
祂就是耶稣，「厄玛奴耳，天主与我们

同在」（玛一21，23）；祂同我们「天天
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玛廿八20）
。

今天福音的第二部分是圣母心神颂扬
上主的赞歌。圣母的赞颂满溢着喜乐及
信赖天主眷顾之情，因为天主从天降下
施以救恩，使生命有价值，使痛苦有意
义。圣母说：「我的心神欢跃於天主，我
的救主，因为祂垂顾了祂婢女的卑微。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
气傲的人。祂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
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祂曾忆起自己的
仁慈，扶助了祂的仆人以色列」（路一
46-55）。圣母的赞颂其实是在重读以
色列的救恩史，非常相似撒慕尔的母亲
亚纳的颂谢词。原本不孕的亚纳生下了
撒慕尔并把他奉献给上主後，颂谢说：
「我从心底喜乐於上主，我的头因上主
而高仰；因为我喜乐於祢的救助。上主
由尘埃中提拔卑贱者，从粪土中高举贫
困者，使他与王侯同席，承受光荣座位」
（撒上二1-10）。

我们不必把玛利亚和亚纳的赞颂诠
释为扭转乾坤，贫富命运倒转的局面。
她们的赞颂是在见证大能的天主始终
眷顾卑微贫困的人，不怕与穷人打成一
片。这不是说天主浪漫感性、诗情画意
或理想主义，而是说卑微贫困的人能实
际地打动天主的心，让天主深感欣慰。
因为卑微贫困的人常常想起天主，从不
忘记天主，总是呼求和信赖天主；这就
足以让天主在眷顾卑微贫困的人时，找
到祂在乐园中所失去的喜乐，并且也让
天主渴望获得更大更圆满的喜乐。与此
同时，玛利亚和亚纳的赞颂也邀请和
劝勉富人，那些领受了天主很多恩赐的
人，不可独享富裕，却要与穷人同享富
裕，这样才能与天主同乐。

圣母的赞主颂实在不是一首扭转贫富
命运的赞颂。我们不可轻率地应用相信
天主的大能来对抗社会的不公不义。不
过，相信天主的大能却能让我们更加敏
锐地察觉到社会的不公不义，从而站在
天主这一边，优先关注穷人，努力去找
到纠正不公的方法。向天主的大能敞开
心门必使我们更为正直，也必使我们更
加有福。在我们回归乐园的旅途中，恳
请「天主圣母玛利亚，为我等罪人，今
祈天主，及我等死候。」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圣女佳兰十八岁的时候，圣五伤方济各
到亚西西讲道。佳兰听了，非常感动。
她请方济各 指导怎样遵随福音的宝
训，度标准的基督徒生活。方济各劝她
轻视世福，一心归向天主，舍弃一切，
跟随基督。
度标准的基督徒生活，不是一般的基
督徒生活，是度奉献的生活。这让我想
起大德兰在《全德之路》谈真爱天主的
议题时（第十二章）说道：真爱天主的
人，必然轻视他的生命和荣誉，这和方
济各所言：轻视世福是同一个道理。这
轻视不是不爱生命，这正是福音的精
神，爱自己生命的，将会丧失生命，这
轻视指的是选择释放世界，释放肉身
的满足和荣誉。福音中的福少年，就是
因为无法轻视世界的财富，所以才会
如此忧闷，无法跟随基督，他无法释放

自己，也必然无法得到天国。
度奉献生命的圣召，就是死于自我的圣
召，就是不断的超脱万物万有，就是超
脱自我肉身的私欲偏情，朝向谦卑和基
督之情的修行。大德兰也追随着圣佳兰
的精神：贫穷是修院的高墙。大德兰最
终把神贫和谦虚当成创院的精神。度
奉献生命就是努力要打败魔鬼诱惑的
生命，要真正能对抗地狱，大德兰说：
神贫和谦逊；十字若望说：信德和谦
逊。
今天的福音提 到了基督徒的生活态
度，根本也是该回到修行的基础，信
德，神贫，谦逊的超脱修炼。我们为何
会得罪了弟兄姐妹？我们为何无法听
从规劝？因为我们太重视自己，太爱世
界，太在意失去世界。
今天的福音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生

活方式，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教会和教
友信仰团体。教会，信仰团体的基督徒
生活帮助我们净化灵魂。我们都是罪
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一个能够一起
陪伴成长，一起走不成全生命的团体。
因为有了信仰团体，我们两三个人祈祷
时，基督必在我们当中。
今天的福音告诉了我们，教会和信仰
团体是我们成圣之路。我们在彼此宽
恕中，赢得天主的国。
今天福音教导我们释放，释放也是超
脱。不被世界，不被肉身之欲念束缚。
学习今天的圣女佳兰，和我们的会母
大德兰一样，放下世间荣誉和面子，我
们将会赢回天主的恩宠。
当我们有了超脱，谦虚的德行时，我们
一定能赚得很多弟兄姐妹！ ！否则我
们和外教人没有什么两样。 

圣母升天节
天主失而复得的喜乐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圣女佳兰纪念日 （St. Cl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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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梅瑟法律，即
十诫，以及天主圣神是教宗方济
各在8月11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中要理讲授的两个重点。教宗依
照保禄宗徒的《迦拉达书》，讲
解了“基督徒生活的新意”。当
天上午的公开接见活动在保禄六
世大厅举行，要理讲授的主题
为“梅瑟的法律”。
教宗首先指出，那个时期确实需
要一项法律，它是“天主赐予祂
的子民的重大恩典”，用来对抗

异教徒和偶像崇拜。但有人主
张迦拉达人该当遵守法律才能得
救，才能不使“天主发怒”。对
这样的人，保禄的回答是：遵守
梅瑟法律和与天主建立的盟约“
并非密不可分”。因此，“天
主与亚巴郎订立的盟约是由于恩
许，并非基于遵守那时尚未存在
的法律”。
事实上，梅瑟法律仅是在盟约后
的430年才订立的，这“法律不
属于盟约的一部分”。不过，教

宗也重申，保禄丝毫不反对梅瑟
法律，甚至“在他的书信中还多
次捍卫这法律的神圣起源，肯定
它在救恩史上占有十分确切的地
位”。但保禄也凭著他的“灵
性智慧和为福传使命所蒙受的恩
宠”，强调了一个极重要的方
面。
“法律不赋予生命，不提供恩许
的实现，因为它不是处在能够实
现恩许的条件下。法律是带领你
朝著相遇前行的道路。保禄使用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即法律
是走向基督的‘教育者’，走向
基督信仰的教育者，是领你去
相遇的老师。谁寻找生命，就需
要在基督身上注视著恩许及其实
现。这话很重要：天主子民，我
们基督徒注视著恩许，在生命的
道路上行走，正是这恩许吸引我
们前去与上主相遇”。
因此，这就是“基督信仰生活最
根本的新意”。教宗说：“所有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蒙召在圣神

内生活，祂使人摆脱法律的束
缚，同时又依照爱的诫命使法律
得到成全。这极其重要，法律将
我们带向基督。”
教宗最后祈愿，在天主的助佑
下，信徒们能“在诫命的道路
上”行走，这些诫命是“引领
我们与耶稣相遇的教育者”，
同时我们也应总是“在基督
身上看到爱”，懂得与祂的相
遇“是所有诫命中最重要的一
条”。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8
月8日午时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
房窗口主持诵念三钟经活动。念
经前，他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
容（若六41-51）。福音讲述了
耶稣向那些看到增饼奇迹的人讲
道，回顾他们祖先在旷野的旅途
中，天主以玛纳喂养他们的事
迹。教宗解释道，耶稣启示祂自
己为我们的生命之粮，食粮是
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耶
稣说：“我是生命的食粮”。因
此，教宗说，我们懂得唯有耶
稣“滋养灵魂”，宽恕我们的过
失，永远陪伴我们并给予我们力
量和内心的平安。教宗强调，当

尘世生命结束之时，唯有耶稣赐
给我们永生。
教宗表示，生命之粮是“耶稣的
美好形象”，这形象在最后的晚
餐中达到高峰，“总结了祂的整
个存在和使命”。教宗说，耶稣
不仅把食粮给予民众，而且把祂
自己的全部、祂的生命、肉身和
心灵赐给人类，“因此我们就可
以拥有生命”。祂（耶稣）说的
这些话激起我们对“圣体圣事恩
典的惊叹”。天主作生命之粮成
为我们的营养或食物，祂带给我
们惊叹之情，这惊叹之情在朝拜
圣体圣事中得到加强。
接著，教宗说道，我们有时有这

种态度，我们可能希望有一位存
留在天上的天主，祂不参与我们
的日常事务。教宗指出，相反
地，“天主成为人，进入世界的
具体现实中”成为我们生活中亲
密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另一个世
界中与我们分离，让我们在有需
要才去呼求祂。教宗强调，爱我
们的耶稣“愿与我们有这种亲密
的关系”。
随后，教宗鼓励我们在与家人
聚餐时，在分食面包时，邀请
生命之粮的耶稣到我们的家中
并祈求祂的降福，简单而充满
信心地祈祷，“耶稣会与我们
同桌共餐，我们将会被更大的
爱所滋养”。
最后，教宗祈祷说，让我们仰
望童贞圣母玛利亚，愿她能
够“帮助我们日复一日地在与
生命之粮耶稣的友谊中成长”
。

（梵蒂冈新闻网）“自展开对杀
伤性自动武器的讨论以来，圣座
始终强调，新兴科技在这一领域
带来的挑战不仅局限于国际人道
法领域，还可能对和平与稳定产
生严重的影响。”这是圣座常驻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在
2021年“若干常规武器公约”关
于杀伤性自动武器政府专家小组
会议上的声明中的开场白。该次
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国际人道
主义法方面，圣座办事处代表团
的声明对使用杀伤性自动武器表
示忧虑，反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于杀伤性武器。
圣座办事处代表团的声明首先
指出，在作法律和道德性的决
定时，常常需要对国际人道法
的条文有能够保留其原本精神
的诠释。那些装备有自主编程

能力的自动武器系统必然会留
下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例
如，这种不可预测性可能会“
偏离”到针对非战斗人员的行
动中。该声明提到了微型无人

机的使用，如果“在城市地区
使用微型无人机群可能会给平
民带来很高的危险”。“自动
武器群的观念进一步加剧了这
种风险，因为武器群的随机
性可能导致过度伤害和滥杀无
辜，这与国际人道主义法背道
而驰。”
接著，圣座代表团指出，在知
名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人
员、军事人员、伦理学家和更
广泛的民间社会公民团体中已
经显露出对此有所意识，越来
越多工作人员和企业家出于道
德原因反对将人工智能应用到
武装上。圣座代表团强调，这
种日益增长的意识代表了公众
观念的变化，这也是国际人道
主义法实施和发展的推动力。
圣座办事处代表团总结道：“
虽然自动武器系统在统计意义
上可以被视为‘正常’，因此
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即使没有
明确禁止，它们仍然被伦理道
德、精神价值、经验和军事道
德所禁止。”

梵蒂冈新闻网）圣座修会部
荣 休 部 长 马 蒂 内 斯・索 马 洛
（Eduardo Martínez Somalo）
枢机于8月10日在梵蒂冈安息主
怀，享年94岁。这位西班牙籍的
神长在圣座奉献一生，曾担任圣
座礼仪及圣事部部长和罗马圣教
会总司库。教宗方济各闻讯后在
唁电中慰问已故枢机的家属，以
及所有认识并敬爱已故枢机的
人。教宗怀念「这位亲爱的弟兄
在灵性上结实累累的见证」。
贝尔格里奥教宗「诚挚地怀著景
仰之情」回忆马蒂内斯・索马洛
枢机「漫长又丰富的经历」。这
位已故枢机勤勤恳恳地为六位教
宗效力，从事多项「棘手又重要
的职务」，「忠信又慷慨地服务
教会和圣座」，教宗方济各为此
向上主献上感恩。在唁电中，教

宗恳求上主接纳这位已故枢机「
返回天乡，享有那许诺给众位福
音忠仆的福乐」。
2007年3月31日的前几天，也就
是马蒂内斯・索马洛枢机在八十
岁大寿前不久，向本笃十六世
教宗提出了届龄退休的辞呈。拉
青格教宗在回函里表达了对这位
时任罗马圣教会总司库的深深敬
意，在短短几行的信件中，使用
了「勤勉」、「称职」和「热
爱」等词汇，并回顾了在圣若望
保禄二世刚与世长辞的宗座出缺
期，罗马圣教会总司库成为教会

在世最高权威时，这位枢机秉持
的虚怀若谷和沉稳庄重。本笃十
六世的这封信函，流露出对马
蒂内斯・索马洛枢机的「真诚赞
赏」。
马蒂内斯・索马洛枢机于1950年
在罗马晋铎。他在罗马宗座西班
牙公学和宗座额我略大学求学，
取得神学和教会法的文凭，并
在圣座外交学院进修。1956年8
月，马蒂内斯・索马洛首次进入
圣座国务院，日后成了西班牙语
组的负责人。因此，他于1968年
8月陪伴保禄六世教宗前往哥伦
比亚访问，参加了第39届国际圣
体大会。
在梵蒂冈度过14年的光阴后，
马蒂内斯・索马洛蒙席于1970年
4月获任命为圣座驻英国代表团
参赞。但他抵达英国满六个月

后，同年10月又被调回圣座国务
院。在接下来5年的岁月里，这
位西班牙籍神长在梵蒂冈多个办
公室效力，他幽默风趣、平易近
人，尤其亲近关怀那些受苦的
人。1975年11月12日，他再次离
开罗马，以圣座驻哥伦比亚大使
的身份前去服务。但他在哥伦比
亚只待了四年，就又被召叫回罗
马。
这次是若望保禄二世于1979年5
月任命他为圣座国务院副国务
卿。马蒂内斯・索马洛总主教担
任这项职务直到1988年为止。那
一年，教宗擢升他为枢机，并
任命他为圣座礼仪及圣事部部
长。1992年，马蒂内斯・索马洛
枢机卸下这项职务，改为领导圣
座修会部；2004年，他成了圣座
该部会的荣休部长。

教宗三钟经：让我们在与
生命之粮耶稣的友谊中成长

圣座：反对将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于杀伤性武器

马蒂内斯・索马洛枢机安息主怀：
六位教宗的勤勉合作者

（梵蒂冈新闻网）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于8月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了该机构有关气候危机的最新且
全面的报告。这份报告题名为
《2021年气候变化：物理科学基
础》，内文警告了气候变化的可
怕后果，以及人类的相关责任。
根据编纂报告的200位科学家的
见解，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浓
度，已高到确定能破坏气候长达
数十年之久的程度。
这份三千多页的结论报告，证实
了人类正在制造气候变化。这份
报告在执行摘要中首先点出：「
人类的影响显然导致大气层、海
洋和陆地的暖化。」科学家表
明，自19世纪以来，气候上升只
有一小部分可归因于自然力。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了这一
点，并称之为人类的「红色警
戒」。「警钟震耳欲聋，证据无
可辩驳：化石燃料和滥砍树林所
排放的温室气体，正在使我们的
地球窒息，让数十亿的人口面临
即刻的危险」。
这份报告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在不
同层级减少碳排放量的可能结

果。假如各国政府不立刻大幅减
少碳排放量，那么在本世纪结束
以前，气温可能会比工业化以前
上升两个摄氏度。然而，即使采
取最严厉的管制措施，也很难不
让全球暖化的幅度超过1.5度。
再者，科学家也警告，北极洋冰
块融化或树林大片干枯的情况，
可能会引发所谓的「临界点」事
件。尽管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较
低，但依然有机会发生。
极端气候是这份报告所提出的另
一个担忧。编撰者们表示，极端
气候事件以往被视为难得一见或
史无前例的事，今天却变得越来
越稀疏平常。而全球暖化的幅度
一旦突破1.5个摄氏度，这趋势
将会更加恶化。致命的热浪现在
大约每10年、而非每50年来袭一
次。飓风变得更加强烈，而且许
多地方每年降水量不断增加。研
究人员表示，科学的进步促成了
关于极端气候事件的量化说明。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这
份报告恰好在第26届气候大会开
幕前三个月发布。这报告所提供
的科学数据，有助于敦促各国政
府采取行动来对抗气候变化。

联合国警告：人为的气候变化
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教宗公开接见：谁寻找生命，就需注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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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吉隆坡讯）圣座于2020年
12月8日圣母始胎无染原罪瞻礼当
天公布了教宗方济各《父亲的心
肠》（Patris corde）宗座牧函，
纪念真福庇护九世宣布大圣若瑟
为普世教会的主保。教宗在牧函
中钦定，从2020年12月8日至2021
年12月8日为特别的“大圣若瑟
年”。教宗指出，圣若瑟是个“
不引人注意的人，他临在于日常
生活中，少言寡语且不露面”，
但他却担任了“救恩史上独一无
二的主角”。
来自台湾总部的天主教主徒会总
会院的总会长张少麟神父分享于
1月25日，通过主徒会三会省（大
马，中华和印尼会省）的会长联
席会议上议决：
1. 响应教宗圣若瑟年的号召，与
教宗共融，并体现主徒会效忠圣
座的精神。

2．透过这次的活动促成三会省之
间的共融与合作。
3．因应疫情之需，透过网路的方
式与教友同行。
于是成立一个筹备小组，联合三
会省的力量一起庆祝这特殊的【
大圣若瑟年】；以达到在灵修上
与教友同行。筹备小组的成员有
张思谦神父、黄大华神父、周平
贵神父和张少麟神父。在神父们
的积极讨论和策划后，主徒会共
规划十集，选了圣若瑟的十个德
行，鼓励教友去效法圣若瑟，如
何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活动
的主题为《父亲的心肠》～【大
圣若瑟年】。每一集的首播都会
通过以下的方式呈现：
活动方法：
（一）首播网络平台（ Premiere 
Channel）：马来西亚主徒会
Youtube频道

（ 二 ） 直 播 网 络 平 台
（LIVE Channel）：马来西
亚主徒会Facebook、芥子心
Facebook、Bethany Family 主徒
会伯达尼工作室 Facebook
首播与直播的日期与时间：每个
月（由3月至12月）的首个星期三

晚上八时三十分。此活动的对象
是华文教友群体，媒介语言也以
华文为主，只有圣若瑟歌曲会以
多语进行。
张神父说教宗在圣若瑟年的牧函
中，特别以《父亲》这个角色作
为主体。邀请我们从救恩史和圣

家的角度，向圣若瑟学习成为一
个更好的父亲。就是一位忠于天
主的父亲，常把圣母和耶稣置于
首位的父亲。
我们感谢天主在这个灵修之旅
中，能像圣若瑟学习到：
 成为一个谦虚的父亲
 成为一个承天父旨意的父亲
 成为一个祈祷的父亲
 成为一个遇到困难懂得信赖天
主，交托给天主的父亲
 成为一个常常注视天主的父亲
 成为一个顾家的父亲
 成为一个尽责的父亲
 成为一个会聆听孩子的父亲
 成为一个会鼓励孩子的父亲
教会在庆祝圣若瑟年时，及时的
回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特别
在今日社会面对性别认同混淆不
清，父亲、母亲的形象和家庭概
念模糊的年代，尤其重要。
我们在庆祝圣若瑟年里，再次找
回一个模范父亲的形象。要成为
一位符合天主圣意的父亲，不是
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完成，而是要
靠天主的恩宠和祈祷的力量。张
少麟神父说道这就是我们庆祝圣
若瑟年最大的收获了。
大圣若瑟，为我等祈！
资料来源：台湾主徒会总会院

（古晋讯）2021年7月31日是罗
耀拉的圣依纳爵的庆日。因了新
冠肺炎肆虐下的限制，只有非常
少数的观礼者出席两位耶稣会士
吴世新神父和林进才神父发永愿
的弥撒。不过有大量观众参与了
直播弥撒。
耶稣会士斯坦利吴友明神父代表
马来西亚新加坡省会长克里斯托
弗苏神父接受他们的誓愿。苏神
父因新冠疫情下旅行限制而无法
亲临古晋主持。
如所有耶稣会士的发愿，会士们
是在圣体前宣誓（professio ad 
hostiam），林神父和吴神父依
次跪在由主礼神父举扬的圣体前
宣誓，之后才领圣体。

在圣体前发愿
当圣依纳爵和他的同伴于 1541 
年 4 月 22 日在罗马城外圣保禄
大殿发永愿时，他们使用了一种
完全不同的仪式，它后来编入耶
稣会的章程。这仪式用于发初愿

和末愿。这仪式与当时，甚至到
今天，通行的发愿仪式背道而
驰。它不是在祭台上的誓愿或是
手中的誓愿，表示它既不是稳定
的修道院修会，也不是乞讨的修

会。它是一个具有默想层次的使
徒修会。

在圣体前发愿的意义
从神秘和属神的角度来看，发愿

的耶稣会士向耶稣基督在圣体中
的真实存在宣发圣愿。耶稣会士
受召紧随耶稣基督，而他们的团
体以祂的圣名闻名。因此，耶稣
会士在他们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
祂面前宣誓。
紧接着的领圣体伴随着确认、批
准、基督在发愿者对祂作出的承
诺上所设置的神圣印记的价值。
通过这种共融，圣体中的天主，
藉着举扬着圣体的长上代表的修
会和发愿者订立了一种盟约。因
为通过为发愿者施放圣体，长上
表明他接受了他的圣愿，并接受
他与自己及与修会共融。基督借
着祂自己的恩赐，应许发愿者祂
的力量，使他能够恪守他刚刚作
出的承诺。藉着领受基督，发愿
者将自己献给天主。

永愿或末愿
对于耶稣会士来说，他们在见习
期结束时所发的初愿已经是永久
性的，因为不需要定期更新。那

么，最近吴神父和林神父最后的
誓愿是什么呢？
发初愿（也称为简单的永久誓
愿）时，耶稣会士无条件地将自
己献给耶稣会，而该会则有条件
地接受他。这意味着耶稣会士在
发永愿之前可很容易被开除。
至于修士或精神助理的永愿，或
完成发愿者的永愿，将自己无条
件献给耶稣会的耶稣会士也被该
会无条件接受。这就是为什么耶
稣会神父晋铎多年后才发永愿的
原因。经过多年的试用，长上可
以安心入睡，并认为当某个耶稣
会士被接受发永愿时，他可以妥
善保管耶稣会。
吴神父为发永愿心怀感谢，他
说：「我对耶稣会内发永愿的恩
赐感到谦卑和感激。」而对林神
父来说，他对「永愿是我在耶稣
会中生活的自然进程」感到心满
意足。
（MAS Communications 报导） 
（译文）

（吉隆坡讯）玫瑰经是天主教徒
用于敬礼圣母玛利亚的祷文。圣
母最喜欢的经。一个人如果愿意
孝爱圣母必定喜欢颂念玫瑰经，
而圣母也必然会喜欢他，赏给他
各样圣宠，并且在暗中也特别照
顾保护他，这是无可置疑的事。
在这8月14日及15日，晚上8点
钟-9点半，吉隆坡总教区华文
促进会属下信仰培训局邀请到来
自台湾的何万福神父来和我们深
入探讨，并分享有关玫瑰经的灵
修和力量。何万福神父目前是在
台湾道明会当初学导师，他拥有
天主教辅仁大学哲学博士。

此活动是公开给所有人，特别在
迎接圣母升天节，让我们可以学
习通过玫瑰经恳求圣母妈妈代我
们向天父祈祷。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这网上连线直
播。以下是链接：
Zoom：https://us02web.zoom.
us/j/82595031314?pwd=NnBQR
VpjTEZSV1grTCt4Q2Y5bHlO
Zz09
脸 书 直 播 ： h t t p s : / /
w w w .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groups/435532303135376 
天主降福大家健康喜乐
资料来源：陈恒正

主徒会三会省（大马，中华和印尼会省）
同庆【2021大圣若瑟年】

耶稣會两位神父
吳世新与林進才發永願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
专业标准办公室儿童保护委
员会（Archdiocese of Kuala 
Lumpu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fice Committee For Child 
Protection ）英文简称为PSO-
CCP)是于 2016 年，吉隆坡
总教区廖炳坚总主教派遣Fr 
William Michael 成立儿童保护
委员会（Committee for Child 
protection）。
Fr William Michael是总教区
的的教士，曾于 2014 年被
Most Rev. Archbishop Tan 
Sri Murphy Nicholas Xavier 
Pakiam DD, PSM PJN 委派
出席罗马儿童保护培训讲习。
他在返国后的两年，就负责开
始筹备组织儿童保护委员会的
团队（ PSO-CCP）。Rev Fr 
William Michael 在2019年赴罗
马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深造研
读保障措施文凭 （Diploma in 
Safeguarding）。
Fr William Michael说“在2016
年，我组建了一群志同道合的

人，他们都是相关领域的合格专
家。我们需要儿童心理学家和精
神病学家、医生和儿科医生”。
这个六人团队包括Fr William 
Michael、游戏治疗师兼儿童权
利倡导者Datin Elsie、心理辅
导员、退休社会工作者和马来
西亚顾问委员会成员 Raymond 
Jagan、退休社会工作者和马来
西亚社会工作者协会现任副主
席 Amy Bala，以及Christopher 
Kostka 和 Rita Wong 律师。
总而言之，每个天主教的堂区，
若已设立来儿童保护办公室的，
都应以专业标准办公室的名义去
处理各种虐待，无论是成人还是
儿童。在马来西亚，目前我们称
为儿童保护委员会，因为它只处
理与儿童有关的案件。
Fr William Michael声明“吉隆
坡总教区制定了一项保障政策，
目前正与罗马教义部（CDF）
进行第二次审查。该政策涵盖该
国和梵蒂冈的最新法律。 CDF 
负责调查所有针对来自世界各地
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指控。我
们需要 CDF 的和解或批准，然

后廖炳坚总主教才能向神职人员
和平信徒公布该文件”。
教宗方济各要求每个教区的天
主教教会制定自己的一套保护手
册。因此，马来西亚拥有九个教
区，每一个都将可以有各自的手
册方案，然后提交给 CDF 以供
批准，而不是在整个马来西亚制
定一项共同的保护政策。
这些文件将对在总教区服务的
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们具有约束
力，特别是涉及与儿童有关的事
奉。今年4月的神职人员月省，
吉隆坡总教区为约60名神父和两
名主教举办了一场为期四小时的
研讨会。接下来的，他们通过 
Google-meet 为教区的所有教
理员安排了一个16堂的培训课程
（8堂英语，3堂马来语，3堂淡
米尔文 和3堂华语）。在为期四
个月的活动结束时，每位参与者
都会收到一份电子参与证书。
吉隆坡总教区专业标准办公室儿
童保护委员会希望通过举办这一
系列的在线培训论坛，可以帮助
提高公众意识；从而使更大的社
区更加自觉，为儿童服务领域的
平信徒们偕同罗马天主教教廷和
主教神父们，在儿童保护议题上
成为教会的守护者守护和保护教
会内的儿童。同时，也把该委员
会介绍给天主教社区团体，尤其
是在总教区内。 

吉隆坡总教区专业标准办公室
儿童保护委员会

玫瑰经的灵修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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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韩国教会8月
15日为朝鲜半岛的统一举行年度
大公性祈祷。韩国全国基督教
协会每年在纪念朝鲜1945年脱离
日本统治的机会上，发起祈祷活
动。1953年7月27日的停战协定
结束了血腥的朝鲜战争（1950-
1953），这对所有朝鲜半岛人民
来说仍是一个尚未愈合的伤口。
韩国教会每年为此举行大公性特

别祈祷活动，为朝鲜半岛的和平
与统一祈祷。世界基督教协会也
参与这个祈祷活动，该协会邀请
所有成员把祈祷文译成各自语言
并与自己的团体分享。
祈祷文中提起朝鲜半岛人民因意
识型态造成的“分裂的创伤”而
痛苦，并恳求上主帮助朝鲜半岛
人民“以基督的爱”克服意识型
态的冲突，“战胜阻碍走向和平

道路的邪恶力量”。祈祷文结尾
也提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修和“
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朝鲜半岛
人民“蒙召实现”的目标。
事实上，民族和解为韩国天主
教会也是一个核心议题。为
此，1995年成立了一个主教团特
别委员会。在多年来筹办的众多
活动中，有弥撒圣祭和九日敬
礼、上世纪90年代向受饥荒打击

的朝鲜人民提供大量的援助等。
此外，主教们一直倡导两政府的
修和，尤其是在首尔和平壤之间
最紧张的时刻。为朝鲜半岛的

修和与和平祈祷也是教宗方济各
2014年在第六届亚洲青年日的机
会上，牧灵访问韩国时的其中一
个焦点。

韩国基督信徒8月15日为
朝鲜半岛的统一祈祷

（梵蒂冈新闻网）缅甸主教们
8月2日在一封信函中吁请全体
国民不分宗教信仰，一起为国
家的痊愈持续祈祷两个星期。
这封信函由仰光总主教、缅
甸主教团主席貌波（Charles 
Bo）枢机和主教团秘书长绍
尧汉（John Saw Yaw Han）
主教署名。由于德尔塔新冠变
异病毒的传播和军事政变后的
政局不稳定，该国形势每况愈
下。
缅甸主教们在呼吁中表示，“
我们要成为一个团体，超越不
同的宗教认同，让怜悯成为这
黑暗时期的共同信仰”。主教
们尤其勉励天主教徒藉著恒心
祈祷、朝拜圣体和在家庭和团
体中诵念玫瑰经，恳求上主。
主教们写道，“我们要敲门，
祈求天主融化众人的心、带来
痊愈、和平及和解”。
缅甸的公共卫生系统在疫情和
军事政变之前就几乎不存在，

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自从医
生和护士们加入反对当局的公
民抗命运动以来，许多医院已
完全没有医护人员。在今后两
周，缅甸5千4百万国民的一半
人处在被新冠病毒传染的危险
中。根据军事当局控制的卫生
部的数据，到8月3日截至的最
近24个小时内新增3689个病
例，330人死亡，累计感染为
306354例，累计死亡为10061
人。不过，医生和义工表示感
染人数更多。
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缅甸
主教们再次呼吁国民团结一
心，“不再有冲突和流离失
所。 我们唯一要打的就是抗
击病毒的战争”。主教们最后
邀请国人将国家的命运交给上
主，“在这恐惧、失望、焦虑
和疫情的惊涛骇浪中，我国人
民的命运愈加掌握在天主的手
中。我们要让天主伸开手臂，
降福和保护缅甸人民”。

缅甸主教们邀请国民
为国家的痊愈祈祷两周

（梵蒂冈新闻网）1971年8月10
日，《医药终止妊娠法案》在印
度生效。在此之前，自愿堕胎被
视为一项罪行，而这个法案实质
上让堕胎合法化。按照这个法
规，当孕妇或胎儿面临生命危险
或是严重的身心损害，或者因强
奸或避孕措施的瑕疵而怀孕时，
在孕期20周以下可自愿终止妊
娠。另外，法律也规定了，在所

有医院都可以实施堕胎，但是手
术执行人必须是国家登记在册的
妇产科医生。
50年后，印度天主教主教团为
了纪念这个悲惨的日子，由主
教团主席格拉西亚斯（Oswald 
Gracias）枢机订定了「致哀
日」。枢机在一份公告中表示，
「自从1971年立法通过以来，我
国执行了数以百万计的堕胎。这

个反对生命的趋势今天没有放缓
的迹象。光是在2015年，堕胎的
数量估计相当于1560万次」。因
此，印度天主教主教团主席邀请
众人于8月10日举行致哀日，「
让教会能借以表达她对那些不被
渴望的孩子遇害身亡的伤痛，并
在我们社会里推动一种维护生命
的思想」。
为此，格拉西亚斯枢机提供了
若干有关举行这个悲惨纪念日
的建议。例如：「为数十年来
无辜胎儿的流血遇害而进行祈
祷和赔补活动；在每个堂区为
被杀害的胎儿奉献弥撒，以赔
补堕胎的罪；所有教堂敲响一

至两分钟的丧钟；在临近8月10
日的主日，弥撒讲道应以维护
生命为主题；为青年提供相关
主题的培育；在天主教媒体渠
道推广维护生命的计划；8月10
日和前后几天，在所有堂区、
修会会院、修院和教会机构遵
守『慈悲时刻』；在社交媒体
上举行数字熄灯活动」，以示
抗议。
最后，为遵守新冠疫情的防疫
措施，印度主教团主席鼓励所
有信徒「量力而为，因为我们
蒙召促进生命的文化」。教会
在世界各地都站在维护生命的
第一线。

印度堕胎法通过50周年
该国教会举行致哀日

（梵蒂冈新闻网）越南教会和
其它宗教机构在对抗新冠疫
情，尤其在遏制德尔塔变异病
毒的蔓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
献，受到当局的表扬。与越南
政府相关的祖国阵线在一份公
告中表示，宗教团体切实的团
结互助精神在疫情期间经受了
考验，这表现在帮助遵守防疫
措施、为疫苗接种运动捐款，
以及为新冠患者提供医疗设施。
祖国阵线特别提到，许多高层
的男女会士和僧侣都亲临第一

线，在医院和检疫隔离中心提
供协助，为最需要帮助的人分
送生活必需品。公告强调，“
他们的善举和服务将人们联合
在一起，共同对抗这致命的瘟
疫”。
越南在疫情的最初阶段取得了
成果，但数个星期以来却处在
与传染力更强的德尔塔变异病
毒的第四波疫情中。仅是8月8日
的新增病例就有9904人，累积人
数达21万6千，3397人死亡。疫
情曲线在7月份的快速增长促使

当局重新采行严格控制措施，
从最早发现新病例的地区之一
胡志明市做起。这些措施随后
也扩展到整个东部和西南地
区，包括19个省和城市。
在新的危急情况下，教会也迅
速展开团结互助行动，照料病
患并帮助许多因封城而处于困
境的人。越南人口最密集的春
禄教区为同奈省的三家公立医
院提供了6架通风机，那里也是
越南的另一个新冠感染中心。
春禄教区也派遣102名司铎、修
生和修女到野外医院和最遥远
的地区照顾病患，给予精神和
灵性上的安慰。100位志愿者将
于下星期与他们汇合。
此外，教区也启动了热线电
话，22位司铎和修女为病患提供
医疗和灵性咨询服务。本堂神
父、天主教协会和明爱会的人
员负责向最有需要，尤其是工
人和移民分送食物。
在其它教区，如胡志明教区和
芹苴教区，教会开设了关怀超
市，有需要的人可以在那里免
费获取物品。越南全国许多天
主教徒响应越南主教团主席
阮智灵（Joseph Nguyen Chi 
Linh）总主教几周前发出的呼
吁，以捐款的方式帮助最贫穷
的人。

越南教会和其它宗教团体
在疫情中的贡献受到当局表扬

（梵蒂冈新闻网）把物质和精
神慰藉带给新冠肺炎患者。这
是80位属于不同修会的修女在
越南同奈所作的工作。事实
上，同奈省也是疫情的中心，
它和胡志明市、平阳省一起，
有12.3万感染病例。在春禄教区
的要求下，修女们大约已有一
周的时间在野战医院和为高危
病患设置的隔离中心服务。
在开始服务之前，这些修女们
接受了有关为病患提供医疗和
心理援助的培训。具体来说，
修女们的工作是帮助在隔离的
人、让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
人很快得到就诊、参加疫苗接
种计划，以及做快速拭子检测

且24小时更新患者的数据，以
监视他们的健康状况。此外，
修女们还致力于清洁和消毒设
施，并收集医疗废物。为了让
患者得到照顾，她们时常没有
用餐。
一位修女告诉《天亚社》，“
我很平静，因为天主与我同
在。病人是我的弟兄姐妹，他
们极需要每个人的爱和帮助”
。对很多修女而言，义工经验
也是充实灵修的契机。修女解
释道，“从医生和护士那里，
我们看到了为社团做出牺牲的
光辉榜样。我们不仅是捐赠
者，也是接受者”。此外，有
些修女被指派去照顾在隔离中

心的病患，这个中心由一所学
校改制而成，有三层，可接纳
100人。修女们每天为他们提供
食物，也做建筑的消毒工作。
另一位修女讲述说，“我们祈
祷很多，愿病患能感受到天主
的爱和祂的助佑的临在”，尤
其是感染新冠病毒被迫隔离的
人，他们感到孤独、遭遗弃。
结束义工服务后，修女们每天
回到由天主的圣若望修会管理
的医院的医疗中心休息。越南
在第一阶段不是太严重的疫情
后，因“德尔塔”变异病毒蔓
延，今年4月底感染病例突然增
多。目前，该国有18.9万人感染
病毒，死亡人数为2720人。

越南同奈：修女们在第一线抗击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