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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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西）新四教区讲习会因疫情停办两
年后，今年由新加坡总教区负责策

划，于11月26日至28日如期举办，针对基
督徒的信仰误区，加以探索。来自甲柔、槟
城、吉隆坡和新加坡四个教区共210多位教
友，在萧永伦神父的引导下，认清信仰的误
区，一起通过视讯平台线上学习与交流，各
教区神长：姚佳祝神父（甲柔）、周莉娜修
女（槟城）、李义兴神父（吉隆坡）也共同参
与。吉隆坡廖炳坚总主教更在忙碌的牧职
中和主办方连线，以华语给予问候和祝福。

马（西）新四教区华文教务促进联合会
现任神师，也是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华文
教务委员会总神师萧永伦神父是该次讲习
会：“走出基督信仰的误区”的主讲神师。
他提到，错误的认知会造成信友在行动和
作为上的偏差，因此避开误区，才可以走出
去。这些误区包括：1）读经解经上的误区；2
）对于神的认识与误解，该如何以耶稣的训
诲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天主；3）在祈祷上
可能发生的错误态度，如何纠正；4）我们对
财富的看法，如何以耶稣的训诲活出神贫
的灵修及管家的精神；5）谈论教会的圣与
俗，如何正视教会的负面事故，并仰赖天主
的恩宠走出错误？

每个讲题的设定涵盖正反两面，神父精
辟与扼要的解说与叙述。促使参与者更好
地理解与反思。

讲习会虽是首次在线上举行，主办方依然
安排各教区带领赞美敬拜，也增设线上分
组交流，让参加者叙旧问好，每场讲座前更
是加插视频分享各教区现况。座后的问与
答时段迎来不少提问，可见参与者对于课题
的投入与思考。

读经的盲点和亮点
圣经是一本信仰的见证。它不是科学书、

现代史或百科全书。有些教徒采用圣经所
提及的资料，用以符合自己的论点，这些
都不是圣经的原意。

圣经既是天主的启示，却是用人的文字
写成。但不是用听写的方式，而是作者按
照自己的情况背景和能力来书写。了解了
圣经的启示方式和写作过程后，信友就会
明白，在解经时就不能按字面解经，尤其
是对于旧约，因为旧约作者有神本观念的
意识形态。

圣经有天文、科学、地理、伦理和神学认
知上的错误。既然有错，就得接受并面对
和纠正，不认清错误就会造成困扰。神父
强调信友学习的是旧约古人的信德而非知
识。对于信仰的了解，神父说：“以耶稣为
衡量对错的标准。”

对神的误解和正解
本讲的重点在于说明，信友虽然相信

神，但对神的认知未必正确。其误解或受
到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包括父母从小
所灌输的观念，有正确，也有错误的。而最
大的误解来自圣经，当中就有古以色列人
的神学观，而这些神学观有许多是对神错
误的认知。信友应以耶稣的训导为指标，
以耶稣的训诲来认识神。

旧约中的天主被形容为一位将军，但实
际上，天主并没有带领人民作战。此外，
以色列人也认为天主爱他们超过爱其他民

族，他们觉得，听话即可得天主的祝福，不
听话会被严惩。古以色列人认为，不将敌
人赶尽杀绝，天主会生气。实际上，天主是
这样残暴的吗？

天主被形容为严苛，爱发怒的天主。甚
至，其惩罚还会延续到第四代。神父指出
这是古代人的思维，他们的法律是梅瑟
法律而非天主的法律，当中许多法律是错
误，违反天理的，绝非由天主而来，从耶稣
的训诲和教导即可验证。旧约中也多处把
莫须有的霸横作为，以及无理的法律归咎
给天主。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怀有神本主
义的思维，凡事都归诸于神，在书写旧约
各部书时，把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说成是
天主的想法和做法。为此，神父对于强行
加给天主的莫须有罪名，斩钉截铁地说：
这是不可能的！

纵然我们拒绝接受古人的认知错误，但
是认知错误并不等于没有信德，神父再次
强调信友该学习他们的坚强信德。

祈祷的是和非
什么不是祈祷？什么是祈祷？了解后才

能培养正确的祈祷态度。
当人没有真正认识天主，和天主建立关

系时，会在祈祷时企图操控天主，把天主
视为神灯精灵，以达有求必应的目的。有
些基督徒认为自己的祷告可以改变天主的
作为，或自认玫瑰经诵念足够，经常参加
弥撒等，天主必会实现所求。有些信心运
动的推动者发出如是口号：“你说出来，作
出要求，便会得着。”

有些人认为诵念特定的经文为某个意向
祈祷有效，这是误区，虽然祷文可以帮助
祈祷，但不要持有“有效祷文”的概念，
甚至陷入迷信。祈祷也不是行善积德的方
法，以为如此天主会受感动而应允要求。
也有些人祈祷禁食，但却未必有依靠天主
的心，就好比法利赛人的祈祷，自以为义。

神父点出祈祷的方式因人而异，不一定
要念经，也不要只是念经。最重要的是，不
要把祈祷的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为自
己的祈祷可以左右天主。

祈祷是与天主沟通的方式，自然又发自
内心，无需刻意仿效，其基本要求是真诚

而非技巧。神父强调，重要的是心态，集中
点必须是在天主。同时，要明认我们是向“
我们在天的父”祈求，没有这个亲子关系
的基础，任何祈祷都不足够。

神父说，不论是以哪一种方式为病人祈
祷，包括神父去为病人傅油，能医治的是
天主，无人可以有代理权。基督徒一旦有
错误的心态，就会倾向从技巧、形式和内
容上看待祈祷。

天主并不需要借着我们的祈祷来了解
我们，祈祷提醒我们承认本身的不足和脆
弱，表达对天主的信靠和依赖。这样的态
度不仅是有所需要时才找天主，而是无时
无刻都需要天主，降服于他，离了主，我们
什么也不是。

对财富的得与失
本讲的重点包括：对于财富不该有和应

有的态度，以及如何培养正确的财富观。
最近欧美，甚至全球各地兴起所谓富贵福
音，强调神赋予大地的资源，愿意人广增
财富，并惠及他人，获取越多财富被视为
神的祝福满满。这个理论似是而非，含有
部分真理, 但歪论也误导信友步入误区。

那么，误区在哪里？当人不信也不求时，
是否表示不健康，没有富贵？若求了但不
富贵，是否因为做了亏负天主的事？。“慷
慨捐献后一定飞黄腾达吗？若没有，是因
为不够虔诚，或捐献不够吗？

从而引申的问题是，究竟谁是主？金钱
还是神？这样的态度与祈祷的误区一样，
没有符合耶稣对于祈祷精神的教导。保禄
说贪财是万恶之源，问题在于“贪”而不
是“财”，圣经中对于“贪婪爱财的警戒比
其他的警戒还要多，神父继而引用并阐述
耶稣对于财富的态度和教导。

谈到奉献的精神，圣经教导信友按照能
力，酌量捐助。奉献的目的并不是期待天
主的祝福。针对十一奉献的课题，神父也
做了清楚的指示，并鼓励信友做出特意的
献仪，以感恩的心，认真、负责、有意识和
有准备的奉献。父母也应把这样的奉献精
神教育孩子，从小培养他们对天主有感恩
的心，对教会有归属感，对社会上有需要
者的关环。

教会的圣与俗
教会本应是圣的，我们都渴望成为圣人，

但是教会也会受到世俗感染，陷入罪恶。
因此个人，团体，整个教会的领导层也会犯
罪，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是教会仍必须
坚持宣扬天国，活出福音，为主作证。

本讲的重点在于正视教会被世俗的感染，
以及教会如何活出她应有的至圣本质。教
会是人所组成的团体，而人的软弱滥用了
天主赐予的自由，以至于历代教宗中有多
位教宗的不堪行为令人匪夷所思，神职人
员和教会领袖所发生的丑闻也浮现众人眼
前。

神父描述了教会一些俗化的表现，也呈
现教会至善的一面。最后，阐述教会如何承
认事实，忏悔改过，该如何自省，自醒，和不
断更新，并赖天主的恩宠，走基督内的光明
大道。

参加者的回馈
很感谢这次的讲习会的课题，发现自己真

的误会天主好多年。一直都觉得旧约里的天
主很残暴残忍，但原来是自己不够了解圣
经。学会很多，也恍然大悟！谢谢神父、主
办单位！天主保佑，平安。

今年的题目非常特别，大胆，非常好。可
能有些人对圣经的认识不够，还不能接受旧
约的事实，但这是迟早要去学习和面对的。
希望来年也会延续类似的题目。

非常惊憾，尤其第一天的讲座。不过经过
3天的讲解，觉得神父非常勇敢的讲解及阐
述。让我们对教会有新的体会及理解。对于
以前所犯的错误， 教宗芳济各也代表教会
勇敢的认错。

听完神父的讲座后，我最大的感触是不
必刻意粉饰回避教会“不光彩”的一面。作
为一名基督徒，我们应该辩证理性的看待
圣经中的对与错、对金钱的善用或贪婪、教
会的黑暗与正义。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
焉”，只有我们明白错在哪里，才能规避再
次犯错的可能。谢谢神父的精彩讲授，对我
的思想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受益良多。

这三天的课程让我更了解旧约，这对我在
教要理班很有幫助。知道要强化和教导学
生们服从耶稣的福音。

讲习会圆满落幕与交棒
2021年讲习会圆满落幕，在线上举行交

接礼。新加坡总教区教委主席银嫦姐妹，以
非一般交棒方式，将四教区讲习会的主持重
任，交给下一个主办教区：槟城教区。由槟
城教区华文教委促进会主席鍾振威兄弟代
表接棒。

　文／图：新加坡总教区教委

2021年四教区讲习会
走出基督信仰的误区

甲柔教区问卷（一、旅途中的同伴）世界主教代表会议2023
在教会和社会中，我们并肩同行
h t t p s : / / d o c s . g o o g l e . c o m / f o r m s /
d/1JBNhRNrBRtNVyTmnz1oy1_BHlP5aUrU0Flqnvih-
NOlk/edit?usp=sharing

美里教区问卷（
一）世界主教代
表会议2023  
https://bit.ly/
cnsynodA 

吉隆 坡 总 教 区世
界主教代 表 会 议
2023- 问卷
https://archdio-
ceseklsynod.org/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 咨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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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将临期第二主日
（巴五1-9；斐一4-6，8-11；路三1-6）

主内的兄弟姊妹：
若翰在旷野中宣讲悔改的洗礼，高声呼喊说：「你们当

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祂的途径！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
主的救援」（路三4-6）。这呼声原是依撒意亚先知於公元
前550年在巴比伦大城的呼声，安慰当时还在充军中的以
色列子民，说天主马上就要向普世万民显示祂的光荣，并
鼓励他们欣然准备迎接天主光荣的到来：「你们安慰，安
慰我的百姓罢！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在荒原
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上主的光荣要显示出来，
凡有血肉的都会看见」（依四十1-5）。天主的光荣就是天
主对祂子民无条件的恩赐，为了向普世万民展示和证明天
主对他们的爱。这个爱的恩赐必将转变以色列子民的命
运，使他们成为自由的人，可以重新建筑属於自己的家园，
可以再次展望未来。

若翰把「天主的光荣」理解为「天主的救援」，以更明确
的言词将我们引向救主耶稣。我们在这丙年礼仪年诵读
的是《路加福音》。在对观福音中，只有圣史路加同时称
呼天主和耶稣为「救主」（路一47；一69；二11），也只有
他给我们讲述在耶稣内的救援（路一71；十九9），并且指
明这是唯一的救援：「除耶稣以外，无论凭谁，决无救援；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
（宗四12）。藉着若翰的父亲匝加利亚的口，圣史路加在
若翰出生时就给我们预述了若翰一生的使命是向人宣讲
耶稣的救援。他说：「至於你，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
知，因你要走在上主前面，为祂预备道路，为使祂的百姓
认识救恩，以获得他们罪恶的宽宥」（路一76-77）。

旧约的先知是天主的代言人，其任务是向人传达天主的
话。在新约这末期内，天主已不再需要代言人，因为「祂
藉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希一2）。那麽，新约先知
的使命又是什麽呢？新约先知的使命是向人解释天主对
我们说了的话，使人明白天主的救恩。洗者若翰就是一个
显明的例子，他教导我们认识天主的救恩。另一个不那麽
显明的例子是大司祭盖法。身为大司祭，他是天主和子民
之间的中介，这一个大司祭的身份同时也赋有向人讲解天
主救恩的先知职责。在耶稣复活了拉匝禄之後，盖法就在
那次决定性的公议会中履行了先知的职责，解释耶稣将要
以什麽方式成为万民的救恩。他对司祭长和法利塞人说：
「你们什麽都不懂，也不想想：叫一个人替百姓死，以免全
民族灭亡：这为你们多麽有利」（若十一49-50）。圣史若
望还加以说明，盖法是在他连自己都不知情的状况下履行
了新约的先知职责：「这话不是由他自己说出的，只因他
是那年的大司祭，才预言了耶稣将为民族而死；不但为犹
太民族，而且也是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聚集归一」
（十一50-52）。

洗者若翰自从母胎中就被天主召叫做新约的先知；他不
只在约旦河给耶稣付洗时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并且一生都
在做耶稣的前驱，以自己的生命给我们预示耶稣将完成的
一切救恩工程。这救恩工程的高峰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和

复活，那是「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救援」完满实现的
时刻。

若翰很正确地把「天主的光荣」理解为「天主的救援」，
并且告诉我们天主的光荣要在丰盛生活的人身上全显出
来，使人得救。人要怎样才能丰盛地生活呢？人要靠信德
而生活（罗一17）。在复活拉匝禄的事蹟中，耶稣亲自呼吁
我们要以信德来回应天主的救援。耶稣对玛尔大说的话，
祂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
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远
不死。你信吗？」（若十一25-26）玛尔大充满信德的回答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模范：「是的！主，我信祢是默西亚，天
主子，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若十一27）。

那麽，我们又如何才能获得真正使人丰盛生活的信德
呢？「信德」如同「悔改」，有两个面向：一是记忆，一是舍
弃。首先是记忆。信德在记忆中诞生。一方面信德在教会
的信仰团体中传承和延续，另一方面也在我们个人的历史
中展开。若我们对这信德的记忆更为灵敏、更有意识，我
们就必会发现信德。更明确地说，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生命中，在我们各自的历史中赐给了我们很多的恩惠；我
们的生命本身其实就是天主最大的恩惠。然而，在我们庸
碌的生活中，当我们对天主的恩惠习以为常後，我们却再
也感觉不到这些恩惠有何伟大了，我们觉得它们都是最自

然不过的东西。因此，若要找到信德，我们必须在记忆中
回顾天主曾在我们生命中赐给我们的诸多恩惠，并且重新
去讲述我们自身的历史。

信德在记忆中诞生後，要求我们舍弃自己所熟悉的无信
德的习性，然後在肯定中依靠信德生活。理由很显然，我
们总不能在颈项拴上一块大磨石而往上游；我们也无法
总是穿着「居丧悲伤的衣裳」而喜乐。我们必须舍弃束缚
我们的忧愁恐惧，接受圣神的鼓励和慰藉，努力翻开自己
生命的新一乐章，再奏新曲。这种在信德生活上的记忆和
舍弃实际上就是「悔改」，而且是令人焕然一新的悔改。
它呼吁我们朝新的方向看，朝天主即将来临的方向看，一
如巴路克先知的呼吁那样：「请你脱去你居丧悲伤的衣
裳，永远穿上天主光荣的华服；披上天主正义的披肩，在
你头上戴上永生者光荣的冠冕，…在天主的光荣下平安
前行」（读经一：巴五1-2，7）。

将临期的悔改呼吁实在是安慰人心的信德呼吁，因为
耶稣马上就要来到。祂乐意从高天降来我们中间，亲近
我们，承担我们的一切软弱。祂不是来非难我们，而是来
坚强我们，使我们即使在软弱中，仍有能力依靠信德而生
活，甚至於「赖耶稣基督满结义德的果实，为光荣赞美天
主」（读经二：斐一11）。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当我看到这一群人：瘸子，残废，瞎子，哑巴和许多其他
的病人，来见耶稣，我却感到庆幸，自己是健康的，是
完整的，所以不需要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觉得信仰是给
那些有问题的人，肉身不健全的人，所以这样的信仰盛
宴，跟自己毫无关系。

但细心想想，自己其实也是瘸子，残废，瞎子，哑巴，
自己也是病人，说不出的病情，不少的愤怒，嫉妒，骄
傲，懒惰，贪婪，色欲让自己流了不少眼泪，受了不少伤
痛，淌血不断。是的，世界上那有什么健康之人？这就明
白了，耶稣基督不是为义人而来，而是为了罪人而来。

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医生对健康的人也很重
要，不要等到生病才看医生；我们的信仰呢？难道真的
等到死亡前才去想这个问题？

人呀！是情欲动物，肉性动物，欲望街车对原始肉欲
的无法抗拒，无法抑制的“欲望”以及爱的失落导致
她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情，也
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感到异常空虚，不断寻求肉体的慰
藉，以为这样就可以获得精神的满足，最后灵魂也失去
了。人的满足，如果落入了单一的肉体层面，那是多么的
脆弱！

原来天主的怜悯，对自己孩子的照顾，不会只有照顾
我们吃的，喝的，穿的，情欲的满足，更是照顾我们的
灵魂，帮助我们控制情绪和约束错乱的欲望。所谓“拯
救我们的天主”指的是让我们灵魂获得宁静，平安与静

息。
天主的国，就是在五饼二鱼中彰显，人需要控制情

绪，需要约束错乱欲望。如果在缺乏物资的世界，我们
只想着自己，只想满足自己，不管其他的人的死活；我
们如果不愿意分享，我们失去了怜悯，关怀，这样的生
命，不会给自己带来益处，反而带来更多的损伤。

丰富的食物，醇美的陈酒；食物是精选的，美酒是上
等的，那有如何？在邪念中，那是毒品，是死亡；如果为

天主的荣耀，那是生命！天主的奇迹，都是带来生命，
更多的生命，更多的美善。这才是真正救援的天主！

我们该参加的是怎么样的盛宴？我们该做的事是什
么？雪中送碳，还是锦上添花？让受伤的人得到治愈，
还是在他伤口上撒盐？还给人的尊严，还是使人受尽耻
辱？

将临期，让我们首先认识天主最重要的面容：慈悲的
面容！  

安慰人心的信德呼吁
因耶稣马上就要来到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12.1 丙年将临期第一周，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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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2月1日
上午在保禄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
活动，这是将临期的第一次。教宗在要
理讲授中继续论述大圣若瑟，深入探讨
这位在《玛窦福音》中所称的“义人”
和“玛利亚的未婚夫”。这次的省思也
是向所有未婚夫妻和新婚夫妇传出信息
的时机。

重温福音的记载，教宗提醒，若瑟的
未婚妻玛利亚“在同居前，因圣神有
孕的事已显示出来”，若瑟不愿羞辱
她，“有意暗暗地休退她”。一位天使
在梦中显现给若瑟，叫他不要怕娶他的
妻子，因为那在她内受生的，是出于圣
神（参：玛一18-20）。

教宗说：“玛利亚和若瑟是两个已经
订婚的人，他们很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和
未来怀有梦想和期待。天主似乎意外
地进入他们的生活中，尽管有最初的艰
难，二人都向摆在自己面前的现实情况
敞开了心门。”

省思若瑟的形象，教宗认为这是个值
得学习的榜样。首先，他是个“义人”
，因为 “他服从法律，如同每个虔诚
的以色列人那样”，但他也是个有智慧
的人，“对玛利亚的爱和信赖提醒他一
种既遵守法律又保全妻子名誉的方法”
。事实上，“他决定暗自休退玛利亚，
不声张、不公开羞辱她”。总之，若瑟
选择了“慎重的方式，不告发，也不报
复”。

不过，若瑟被引导作出了一个不同的
决定。“天主的声音藉著梦境介入若瑟
的分辨，启示给他一种比祂的公义更重
要的意义”。教宗强调，“培养公义的
生活，同时时刻感受到需要天主的帮
助”，这是多么重要啊！如此能拓宽我
们的视野，从不同及更宽阔的视角看待
生活的境况。

“我们所遇到的事件常令我们感到被
束缚住，说‘看我发生的这事！’我们
成了那个所发生、令人厌恶事件的囚

犯；但正是在最初使我们感到惨痛的生
命当中的一些境况面前，却隐藏著天主
上智的安排，它随著时间成形，也指明
那打击我们的痛苦的意义。诱惑乃是，
将那痛苦一味地认作我们遇到的是不美
好的事。这对我们没有益处。”

教宗说道，生活经常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样，“爱情和感情的关系尤其如此”
，难以“从爱恋的思维走向成熟之爱的
思维”，因为某种诱惑力“让你沉浸在
一个往往与事实不符的想像中”。但当
爱恋抱著的期待似乎完结时，“真正的
爱便能从那里开始”。

“爱并不是企望另一个人或生活符合
我们的想象；其意义却在于完全自由地
选择对所遇到的生活承担起责任。这
就是为什么若瑟给我们上了一堂重要的
课，他“睁大双眼选择了玛利亚。我们
可以说他‘冒著一切风险’。”

教宗邀请基督徒未婚夫妻“见证这样
的爱，它勇于从爱恋的思维走向成熟之

爱的思维”，并作出“要求严格的选
择”，它不仅不禁锢生活，反而能增强
爱，使爱“在时间的考验中变得持久”
。教宗叮嘱道，夫妻之爱日渐成熟，若
吵架当在一日结束前要和好。最后，教
宗以一篇祈祷词结束要理讲授：
大圣若瑟，你以自由之心爱上了玛利
亚，
为给现实生活腾出空间，你选择放弃了
自己的想象，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天主使我们感
到惊喜
接纳生命，不将其视为要防御的一个意
外情况，
而是一个奥秘，隐藏著真正喜乐的秘
诀。
求你让所有基督徒未婚夫妻获得喜乐和
全心的爱，
但始终要意识到，
只有仁慈和宽恕才能使爱成为可能。阿
们。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于11月
27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特雷
维索（Treviso）多民族文化活动节
（Giàvera Festival）代表团。在意
大利北部的特雷维索城每年都举行一
次“多民族文化活动节”，该活动始于
1996年，旨在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之
间的对话与相遇，活动期间举行聚会分
享、讨论和艺术表演，有40多个移民
协会组织参加。

教宗向文化活动节的组织者说，这个
活动节“已成为一个交汇之处，一个
相遇的场所，一个对话以了解彼此的场
所”。“它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分享希
望、梦想更加友爱的世界的场所。”

教宗赞赏这个活动节的“诞生，并不
断更新的经验”，指出这个活动节“源
于渴望让人民了解”移民的“经历和传
播接纳的文化”。教宗表示，移民的“
复杂”现实“有时令人感到恐惧”，例

如犯罪集团对移民的剥削，移民“不再
被当作人，而是数字”，现在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将“移民的面容、经
历、歌唱、祈祷和艺术重视起来”。

然而，这并不意味著“隐藏或忽视
与移民相关的困难和问题”，教宗解
释道，必须让所有层级的领导者了解
并鼓励像“特雷维索多民族文化节”
这样的活动，以帮助他们选择“把健
康的现实主义与尊重人的尊严结合起
来”。

最后，教宗鼓励这些活动节的组织
者 ， 期 许 他 们 以 圣 经 中 亚 巴 郎 为 榜
样，这位圣祖“在上主的召唤下离开
故乡，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移民”。教
宗说，亚巴郎是一个生动的“图像”
，“在这图像中，所有的男女都将生
活视为寻找预许、自由与和平之地的
旅程，在这旅程中，我们可以像弟兄
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

教宗：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有助于传播接纳的文化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1月29日致
函国际移民组织（OIM），阐述了移民的
悲惨处境。这个关注移民问题的跨政府机
构目前庆祝成立70周年，圣座也是成员
国之一。教宗在前一天诵念《三钟经》后
的讲话中，对白俄罗斯和波兰边界，以及
地中海难民死亡的悲剧表达哀痛，现在又
为所有移民和难民发出呼吁，指出他们经
常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最终落入奸商的手
中。

教宗在这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宣
读的信函中，邀请国际社会作出集体反
省：“怎能利用人的痛苦和失望来推进或
维护政治计划呢？怎能在人的尊严处在危
急关头而让政治考量占据优先地位呢？”
因此，国际社会必须“紧急面对非正规移
民情况造成的困境，使移民的选择出于自
觉，而非一种绝望的必要性”。

“大多数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得体地生
活，不会感到被迫以不正规的方式移民。
因此，迫切需要努力创造更好的经济和社
会环境，使移民不是为寻求和平、正义、
安全和充分尊重人性尊严的人的唯一选
择。”

教宗要求的不仅是政治上的改变，也是
对整个移民现象的观念转变。因此，“不
能只看移民的事实，也应关注不平等、失
望、环境恶化、气候变化这些现实情况，
以及人的梦想、勇气、留学、家庭团聚、
新机遇、安全、稳定及合乎尊严的工作”
。

教宗说，“我们绝不可忽视移民现象的
人性面容，虽然存在地理边界上的隔离，
我们却属于一个人类家庭”。移民问题不
仅涉及移民本人，而首先与我们众人、我

们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关。我们不
必因移民数字而感到意外，而应以“人性
的敏锐、正义和兄弟友爱作出回应”。

具体而言，这需要以不同的目光看待移
民问题，焦点不能只放在国家对移民的接
收上，也应看到“移民为接收团体带来的
益处，以及如何使其变得富饶”。教宗提
到，一方面，在中上收入国家的市场中移
民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并受欢迎；另一方
面，移民却经常受到许多接收他们团体的
排斥和怨恨的态度。

不幸的是，这种双重标准源于经济利益
优先于人的需求和尊严”。在新冠疫情
的“封城”期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当时许多‘不可缺少’的工人是移民，但
他们没有从疫情的经济援助计划中受益，
也没有获得基本的医疗保健或疫苗接种”
。

在这种情况下，教宗提出他的看法。
首先，迫切需要找到合乎尊严的方法来
摆脱这些不正规的情况。“合法途径越
多，移民落入人口贩运犯罪集团或在走
私过程中遭受剥削和虐待的可能性就越
小” 。教宗说，移民“使整个人类家庭
的纽带、文化的财富和资源变得可见，
并能促进组成侨民团体的贸易和商业网
络的发展”。

在这层意义上，融入的问题显得“极其
重要”，这“意味著一个双向进程，本
著真正相遇、互惠互利的精神，以相互
了解、相互开放、尊重接收国家的法律
和文化为基础”。教宗最后表示，基于
这种意识，“天主教会及其机构将继续
她的款待、保护和促使流动人口融入的
使命”。）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1月21
日，基督普世君王节，在梵蒂冈宗座大楼
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钟经祈祷活动。两位
来自罗马教区参加世界青年日庆祝活动的
青年人站在教宗的身旁，参与这项礼仪。

教宗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
基督君王节福音的内容（参阅：若十八
33b-37）。教宗指出，耶稣来到这个世
界，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服务”。
祂的王权就是服务，以至于被钉在十字架
上。祂的王权“真正超越人类的标准”，

而人类的标准认为君王要表现出超越他人
的自豪、名望、荣耀和权威。

教宗接著表示，当众人高呼反对祂的时
候，基督说祂是君王，但当众人在祂面前
欢呼鼓掌时，祂却与这欢呼保持距离。教
宗解释道，这显示出耶稣“完全自由地”
摆脱了尘世间对名望和荣耀的欲望。教宗
强调，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扪心自问，自
己是否效法这种为他人服务的使命，而不
是贪求认可、敬重和掌声。

教宗指出，在耶稣躲避尘世尊大的同

时，祂“使那些跟随祂的人的心变得自
由和自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的奴役
中解救出来。教宗补充道，“祂的国度
是自由解放的”，在这国度祂的每个门
徒都被视为一个朋友而非一个臣民。教
宗强调，“我们藉著跟随基督而获得尊
严，祂愿意我们所有人获得自由”。

教宗解释说，耶稣的自由来自于真理，
耶稣在我们内建立的真理，使我们摆脱
内在的虚伪而获得自由。教宗说，当耶
稣在我们内心作主时，我们就从虚伪

和欺诈的两面性中解脱出来，因为“耶
稣与我们同在，我们成为真实的”。同
时，我们必须始终处理我们的限度与软
弱，但是，当我们生活在耶稣当家作主
的情形中时，我们就能够避免腐败或口
是心非。

最后，教宗祈求圣母的转祷，祈愿她帮
助我们日日寻求“普世之君王耶稣的真
理”，祂将我们从这尘世罪恶的奴役中
解救出来，并引导我们在生活中遵循祂
的戒律。

教宗三钟经：以祈祷点燃心灵，不要成为“昏睡的基督徒” 

教宗公开接见：培养一种公义的生活，向天主的计划开放 

教宗接见意大利特雷维索多民族文化活动节活动组织者  (Vatican Media)

教宗致函国际移民组织： 
不尊重移民使我们减少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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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新山讯）马六甲柔佛教区于2020年3月12日在马
六甲圣保罗山举行了揭幕弥撒，开始了黄金周年之旅。
圣方济各沙勿略是甲柔教区的主保圣人，他是3月12日
被册封成为教会的圣人，教区以这个日子来纪念并让教
区达到一个福传的教会为宗旨。随后，在圣方济各沙勿
略堂的庆祝活动中也举行揭开MJD50标志。

伯纳德主教认为，与其专注于黄金周年庆典，不如进
入一个为期三年的禧年，见证教友们为教区的恩宠感谢
天主。此外，需要持续的庆祝活动，并善用牧灵推动力
来巩固教区在建立一个共融的教会，既被启蒙又被赋予
权力并在福传中开花结果。

三年旅程的高潮将在甲柔教区主教府礼堂(MAJODI 
Centre)举行。它也是一个宽大的地方，可以容纳许多
前来参加活动的人。黄金周年庆典原定于2022年12月3
日，也是圣方济各沙勿略庆日（St. Francis Xavier）举
行，但由于疫情大流行，该庆祝活动已延后至2023年6
月5日。 

目前，为50周年庆典而成立的“专案小组”也在疫情
中继续策划庆祝活动，在未来几个月的活动仍在计划
中。 “专案小组”或是TaskForce (TF) 的旅程如下： 

专案小组1 （TF1）, 遇见光: 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宣传活
动重新推广MJD50，同时也收集和分享甲柔教区教徒
的信仰故事。

专案小组2（T F2）, 点亮心灵： 在弥撒、基信团

（BEC） 和其他聚会中，颂念MJD50的祈祷文从今年
的将临期开始到2023年6月。

专案小组3 （TF3）, 维持光明：基督君王节——甲柔
教区青年日（MJDYPD）与世界青年日（WYD）以
及MJD50同步进行，更与世界主教会议结合，融入在
MJD50的元素中——主题曲、标志、作为一个社区的
旅程。 在这50周年庆典中，主教和2位副主教也一起与
甲柔教区(MJD) 的年轻人共融和相会。

专案小组4 （TF4）, 传播光: 基信团策划与培训组
（BECAFT）准备了一本小册子，简要解释了徽章（参
与，倾听，爱，服务，培育和成长）和基信团（BEC）
之旅的分享。

专案小组5 （TF5）, 看到伟大的光: 首先重新审视当前
的情况和大流行的影响和破坏，重新设计策略和行动。
专案小组6 （TF6）, 光的融合:  甲柔教区50周年金庆
（MJD50）。

甲柔教区欢迎大家的参与并成为甲柔教区50周年金庆
（MJD50）的一份子！！！

有关MJD50标志的含义和祈祷文可以游览: https://
mjdiocese.my/wps/malacca-johore-diocese/mjd50/

(吉隆坡讯) 青年局属下公教青年总委
会 (CHINESE -SPEAKING YOUNG 
CATHOLIC SOCIETY)，于2021年11
月21日在线上，zoom平台举行了该
会2021-2023年度，新届执委团的改
选。

该会顾问张孟飞兄弟及青年局局长
黄健顺兄弟，都异口同声地感谢卸任
执委团，在这段两年半期间，虽然大
部分时间都在疫情的笼罩下，而且我
国间而不断地施行各种标准作业程序
（SOP)，但是执委团还是努力不懈地
策划与计划，为让会务及活动可以顺
利地进行。

青年局局长也代表促进会理事会，
感谢公青总委会及执委团，在这些日
子以来，在青年事功上的各种努力。尤其是打开了青年
局与总委会之间的鸿沟，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管道，加
入青年局，成为青年局的当然委员之一。

在卸任主席，林煜钒兄弟的致词后，证实地进入了改
选的议程。

在二十多位分会代表的祈祷及圣神带领下，顺利地选
出了新一届的执委团。还创造了总委会的历史，选出了
第一位的女生总会长 - 林慧萍。

新任总会长，林慧萍姐妹感谢各位代表的支持与肯
定，也感谢天主选了她，她也承诺会尽全力做好自己的
部分，把所有的一切交给天主。

以下为新届执委团名单:
会长: Alycia Lim 林慧萍 (八打灵圣依纳爵堂)
副会长: Ambrose Lim 林煜钒 (加影圣家堂)
副会长: Keverne Cham 詹乡瑜(十五碑玫瑰堂)
秘书: Jennifer Wong 黄慧丽 (Seremban 芙蓉圣母往见
堂)
副秘书: Alvina Thiew 张佳娴 (八打灵圣依纳爵堂)
财政: Teresa Sia 谢馨平 (十五碑玫瑰堂)
总务兼资讯: Vicki Yong 杨蔚琪(蕉赖圣方济亚西西堂)
活动兼灵修:  Benjamin Siow 萧颂轩(八打灵圣依纳爵
堂)

印尼的宗教和公民领袖联合发起一项为期十六天的运
动，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并推动立法者立即通过一
项反性暴力法案。

这个名为 「共同行动网络遏止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
行为」的团体在 11 月 25 日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举
行了一场线上的跨宗教祈祷会，为这个运动揭开了序
幕。

该运动包括关于暴力对待妇女和儿童的线上谈话节
目和讨论计划，以及呼吁通过议会悬而未决的消除性
暴力法案的活动。活动将于 12 月 10 日 国际人权日
结束。

主办者表示，这是印尼对《全球女性领导研究所》
于 1991 年发起的年度国际运动所作的贡献，并加强
了近年来在印尼开展的类似的运动。

团 体 协 调 员 、 善 牧 会 则 济 莉 亚 · 苏 普 里 亚 蒂 
(Caecilia Supriyati) 修女说：「我们遇到并帮助了许
多遭受暴力对待的妇孺。这就是我们发起这项运动的
目的，我们希望透过运动与社会携手合作，进一步帮
助他们并结束基于性别的暴力。」

据国家暴力对待妇女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6 至 
2020 年期间，印尼录得 24,786 宗针对妇女的性暴力
案件，其中7,344 宗涉及强奸，而这些案件中只有不
到三成被起诉至法庭。

苏普里亚蒂修女说：「首要任务是共同推动立法者
立即通过该法案。」

该项期待已久、旨在保护妇女和儿童免受性侵犯的
法案自 2012 年以来一直在议会的议程上。

修女说：「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基于性别的
暴力的真正含义，并最终共同努力消除针对妇女和儿
童的暴力行为。」

参与该运动的一个关注移民团体的顾问、耶稣会士
依纳爵·伊斯马托诺 (Ignatius Ismartono) 神父在接
受天亚社访问时表示，他的团体决定加入该运动，因
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一个人权问题，也是其他针对
妇女的罪行，例如贩卖人口的主要根源。」

伊斯马托诺神父说：「必须尊重妇女和儿童。」
天亚社中文网 

（梵蒂冈新闻网）“我们祈祷不是恳求天主为我们行
事，而是在我们内并与我们一同工作。基督徒祈祷，
不是把他们所有的工作交给天主，而是祈求祂赐予他
们改变历史的爱、智慧和力量”。这是越南胡志明市
总主教阮能（Joseph Nguyen Nang）在将临期伊始和
为圣诞节做准备的机会上所表示的。圣诞节是光明、
喜乐与希望的时期，在人们心中带来新生命。

据《天亚社》报道，阮能总主教说，“天主不会显奇
迹来立刻结束疫情，但祂赐予恩宠，愿人们为病患找
到治疗方法、且团结一致帮助贫困者”。总主教邀请
信众始终在希望中生活，并相信天主的爱，这是圣诞
奥迹所表达的。事实上，天主如此爱这个世界，甚至
赐下祂的独生子，通过祂来拯救世界。阮能总主教最
后表示，在新的一年，教会将继续关注新冠病毒患者
和孤儿。

越南明爱会主任吴仕丁（Joseph Ngô Sĩ Đình）
神父说，这几天有许多人感染新冠病毒，他们需要药
物、很多家庭被隔离，因限制措施，他们为食物和医

药用品不足而痛苦。为此，吴仕丁神父敦促当地人民
热切祈求天主，使疫情受害者、家庭及其亲属能度过
难关。明爱会主任吁请信徒“此刻表现出团结互助、
爱和服务”的精神，与最有需要者分享他们的食物和
其它基本必需品。

另 外 ， 越 南 主 教 团 主 席 、 顺 化 的 总 主 教 阮 智 灵
（Joseph Nguyên Chi Linh）提醒说，该国感染人数已
下降，现在突然再次增加。他指出这时期所需要的，
就是所有天主教徒不忘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不断
捐赠，就如最近几个月所作的那样，在未来的日子也
应如此。阮智灵总主教说，“我们相信，只有天主有
能力恢复我们的平安”。“我们完全无力改变历史，
但我们可以与天主合作，让世界每天都变得更美好”。

今年10月份，胡志明市所有堂区均已恢复礼仪活动，
但为抑制病毒的传播，参与礼仪的信徒的人数受到限
制。11月28日，越南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928例，死亡
190例。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袭击该国以来，累计确诊
1209373例，死亡病例24882万。

青年局属下公教青年总委会
新一届的执委团诞生了！

印尼团体合力消除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越南教会在将临期吁请天主教徒照顾新冠病毒患者

甲柔教区50周年庆典-“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