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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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被认为是大型猫科动物中最具标志
性的。老虎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

在许多文化中被认为是力量、勇气、独立和庄严尊
严的象征。

老虎是谨慎、狡猾、多疑的动物。它会小心避免陷
阱和危险。我们可以效法老虎的榜样，必须时刻保
持警觉，我们必须小心行事，我们必须在主里有智
慧。 

老虎有两个亚种，通常称为大陆虎和巽他岛虎。
所有剩余的巽他岛虎仅在苏门答腊岛发现。大陆虎
分布于亚洲大陆，从印度延伸到西伯利亚，南到马
来半岛。最大的老虎是西伯利亚或阿穆尔，而最小
的老虎是苏门答腊。

没有两只老虎有相同的条纹，它们的条纹就像人
类的指纹一样独特。老虎的条纹对于野外生存是很
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充当伪装的武器，在长草和树
木中显示为移动的阴影，这有助于其在捕猎时隐蔽
自身。因此，老虎的条纹使老虎威武而独特。

在圣经中，提到了狮子和豹子，但没有提到老虎。
此外，有趣的是，没有一次提到家猫。

这是因为老虎并非原产于中东。我们甚至可以认
为那说希伯来语、说亚拉姆语或说希腊语的作者都
没有见过或听说过老虎。

在圣经中最接近老虎的是狮子，它也象征着权威
和皇室。最重要的是，一些较早的圣经英文译本在
某些文本中错误地将狮子翻译为老虎。

有 趣 的 是 ，托 马 斯 霍 华 德（T h o m a s 
Howard）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自传，名为《

基督是虎》（Christ the Tiger）。霍华德是在1935
年出生，他是出于福音派，但在1985年改信天主教
了。

《基督是虎》是在霍华德成为天主教徒之前写成
的。这不是对基督的阐释，而是对敏锐和不安的头
脑的自传。这本书应该被命名为“汤姆是虎”（Tom 

the Tiger）；虽然这个书名可能不会卖掉这
本书！

在他的书中，霍华德花了很长时间揭示一个被基
督的爱所吸引的年轻人的难以控制的想法，而不是
描绘基督本人。最初，他认为教条和制度掩盖了天
主在基督里爱的强大真理。他认为耶稣总是比任何
神学都伟大。然而，霍华德展示了他的意识，没有
这些机构，就不可能遇到基督是虎。这本书从根本
上介绍了基督是谁以及对祂的信仰意味着什么。霍
华德深受著名作家C.S. Lewis的影响，而后者又受
到另一位伟大作家G.K.Chester ton的影响。霍华
德的博士论文是关于C.S. Lewis的好朋友Charles 
Williams的著作。霍华德通常被认为是Williams著
作的专家。

L e w i s 和 W i l l i a m s 将 基 督 比 作 狮 子，而
Chesterton和霍华德将祂比作老虎。Chesterton
说，当你声称天主是一个像老虎一样的真实，而
改变你生活的一个原因时，现代世界的人会尽可
能 地阻 止 你。然 后，应该 要做 好 被 人 反 对 的准
备。在此之前，T.S. Elliot一名诗人也在他的诗中
《Gerontion》中使用了基督作为
老虎的形象。

尽管如此，无论是老虎还是狮
子来象征基督，其想法都是为了
彰显基督的威严、勇敢和权威。
我们身为基督的门徒，也可以这
样效法他。
— Fr Francis Lim, SJ

（吉隆坡讯）第七届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普世崇拜于1
月20日由马来西亚基督教长老会（GPM）主办。在

新冠疫情当下，连续第二年在网上举行。
普世教会基督徒合一运动是由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

（World Council ofChurches，缩写为WCC）发起，并于每
年1月18日至1月25日在北半球的各个国家的基督徒同步举
行。这个日期是在114多年前开展的活动，同时在1月18日至
25日这一周，涵盖了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归化庆日，教
会建议基督徒在基督徒合一祈祷周中进行更热切的祈祷，
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

今年1月18-25日举行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主题是“
我们在东方见了祂的星，特来朝拜祂。”（玛二2）是由中
东不同礼仪和教会的基督徒选择出来的。来自中东基督教
协会，黎巴嫩的贝鲁特是这次合一祈祷周策划的主要理事
会，该理事会是2022年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召集人起草小
组。今年的反思探讨了基督徒如何被召唤成为天主的工具
引领万民走向合一的标志，带来团结。基督徒来自不同的
文化、种族和语言，共同寻找基督，共同渴望敬拜祂。

在这一小时的活动中有播出一系列预先录制的视频，首
先是来自槟城圣乔治堂合唱团Cantus Musicus的赞美诗
为活动拉开序幕，随后是马来西亚基督教长老会（GPM）
的Richard Tok牧师的开始祷。 

 Richard Tok牧师的祈祷：“让我们怀着感恩和喜乐的心
来到天主的面前，把所有的病人、受苦的人、被边缘化的
人、难民和被连根拔起的人带到祂面前，我们知道天主可
以用祂的光驱散我们的黑暗。当我们今天为普世教会的合
一祈祷时，愿我们和我们的社区也成为引导他人的光，并

带领他人归向救主耶稣基督。” 
在卫理公会Ashok Amarasingham牧师带领下会众进行

赞美和忏悔祈祷之前，来自缅甸儿童合唱团通过视频剪辑
播放了他们悠扬的歌声，歌名为‘ O Worship the King’。

圣公会主教Jason Selvaraj诵读了圣咏：8。过后是来自
马来西亚福音派路德教会主教Steven Lawrence宣读，读
经一（以撒依亚先知书 9:2-7）。随后是Mar Thoma Syrian
教会的Matthew Punnoose牧师宣读，读经二（厄弗所书 
5:8- 14），紧接着是由马来西亚基督教会理事会的总秘书
夏斯特里牧师（Rev Hermen Shastri）宣读了当天的福音（
玛窦福音 2:1-12）。

吉隆坡天主教总教区，廖炳坚总主教在讲道中说：“我
们的圣诞季节似乎被延长了，今天我们再次听到东方三位
贤士的故事；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庆祝基督徒合一周时，主
题是“我们在东方见了祂的星，特来朝拜祂。”（玛二2）。
贤士们动身前往白冷城。他们的朝圣也向我们呼唤着走向
耶稣的旅程，因为祂是照亮生命之天空的北极星，指引我
们迈向真正的喜乐。然而，贤士与耶稣相遇的朝圣之旅是
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什么让这些东方贤士踏上了他们的旅
程？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拒绝启程或是不动身。他们是智
者和占星家，同时有名有钱。在获得足够的文化、社会和
经济保障之后，他们本可以满足于他们已经知道和拥有的
东西。相反，他们让自己因一个问题和一个迹象而感到不
安：“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那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
的星……”（玛窦福音 2:2）。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心退回到阴
郁和冷漠的洞穴中；他们渴望看到光明。他们不满足于平

淡无奇的生活，而是渴望新的、更广阔的视野。他们的眼
睛没有固定在那一刻；而是望向通往天堂的窗户。

“对于贤士们来说是如此，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生
命和信仰的旅程需要时刻地渴望和内心的热情。有时，我
们生活有如“停车场”的精神中；我们停在原地，没有推动
我们前进的冲动或欲望。我们最好问问：我们的信仰之旅
在哪里？我们是否被困得太久了，依偎在一种传统的、外在
的、形式上的宗教信仰中，不再温暖我们的心和改变我们
的生活？我们的话语和我们的礼仪是否在人们心中点燃了
走向天主的渴望，或者它们是一种只自言自语、自说自话
的“死语言”？” 

廖总主教以“让我们首先审视自己并问：我的信仰之旅
进展如何？它是停顿了吗？还是在继续成长中？我的心是
否还在燃烧着对天主的渴望？还是我让习惯的力量和我自
己的迷失来熄灭了那火焰？像贤士一样，我们也必须让自
己从人生旅途中学习，旅途中没有一帆风顺的，有许多不
可避免的问题。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疲倦；不能让跌倒和失
败使我们灰心。相反，通过谦卑地的学习，好让我们可以
走向主耶稣基督。”

圣若望主教座堂的杰拉德·塞拉维亚姆神父（Fr Gerard 
Theraviam）诵念尼西亚信经。接下来是由路德教会社区
团体领导信友祷词。全国福音派基督徒团契的Sam Ang
诵念了天主经，随后由15名成员组成的印尼合唱团通过
线上视频演唱了In Christ Alone。马来西亚基督教长老会
（GPM）的Sigar Pangiran牧师为活动尾声作祈祷，以派
遣礼和降福礼以及Cantus Musicus 的出色表演结束了当
天的活动。

我的信仰是停顿了吗？还是在继续成长中？

虎年–基督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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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常年期第四主日
（耶1:4-5,17-19；格前12:31-13:13；路4:21-30）

主内的兄弟姐妹：
在上个主日的礼仪庆典中，耶稣给我们传报了极大的喜
讯。当时，耶稣在纳匝肋会堂中诵读了《依撒意亚先知
书》关於「上主恩慈之年」的预言後，在众目的注视下以
权威宣布说：「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路四21）。众人
听了，明白耶稣要履行上主恩慈的使命，所以都称赞祂；
他们也明白耶稣证实自己是受傅者默西亚，所以都很惊
奇，并且深受祂的话感动（路四22）。因此，我们很自然地
会认为，耶稣这番动听的话肯定会激发会堂里的人，使他
们「今天」就立刻群起响应耶稣、跟随耶稣。我们也会认
为，他们必将打破「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是受欢迎的」（
路四24）这一个俗成定论，使耶稣成为第一个在本乡受欢
迎的先知。事实却不尽然，先知在本乡依旧不受欢迎，依
旧不被悦纳。

在圣经中，先知们不管在哪里常都遭人排斥和受人迫
害。忠实承行天主旨意的先知更要受许多苦、被人诬告和
蔑视、被人拒绝和反对、甚至被自己本乡的人杀害（参阅：
列上十九10；耶卅五15；四四4-5；宗七52）。耶稣清楚知
道，倘若祂忠实地承行天主的旨意，祂也必会遭遇先知
们相同的厄运。耶稣并不被本乡人一时兴起的称赞冲昏脑
袋，祂很清楚自己身负天主先知的重任。先知不光是说动
听的话为讨人喜欢、受人悦纳；先知必须忠实地传报天主
的救恩讯息。

耶稣本乡的人为什麽会一时兴起地称赞耶稣呢？他们
很可能误解了耶稣的宣布，不明白「上主恩慈之年的应

验」到底意味着什麽。圣史路加告诉我们说：他们觉得耶
稣的话很动听，但也感到惊奇。他们可能认为耶稣既然是
他们本乡的先知，那麽在这上主恩慈之年，他们理当得到
更多的特恩；只要他们款待耶稣，那麽耶稣就必定做专属
他们的默西亚，让他们看见更大的奇迹。他们都染上宗教
情愫惯常的疾病，宁可追求奇迹却不愿享受天主亲临的
惠顾。为了看见奇迹，他们甚至把耶稣推到山崖上，就如
魔鬼把耶稣引到耶路撒冷圣殿顶上那样，试图强迫耶稣
为他们行奇迹（参阅：路四9-11）。

然而，耶稣向我们明示，奇迹并非信仰的要素；真正的
宗教信仰要求我们寻求天主的临在，让天主亲自指引我
们的生活。祂使我们心胸宽大，惠及众人；而天主的先知
则必须忠实地传报天主为普世万民的救恩喜讯，「只按真
理教授天主的道路，不顾忌任何人」（谷十二14；玛廿二16
）。耶稣更举例说明，那只顾自己本乡人的先知不是真先
知，那只寻求自身安逸的先知也不是真先知。天主曾派遣
厄里亚先知到漆冬匝尔法特的一个外邦人寡妇那里，又
派遣厄里叟先知治癒叙利亚人纳阿曼的癞病。天主对以
色列人和外邦人一视同仁，不分厚薄；以色列并没有独占
天主先知的特权。

耶稣本乡的人一看出耶稣是忠实承行天主旨意的先知，
不受他们掌控，不由他们支使，便对耶稣反目成仇，忿怒
填胸地要置祂於死地。既然耶稣不为他们行奇迹，那麽别
人也休想获享耶稣的奇迹。「耶稣却由他们中间过去，走
了」（路四30）。耶稣从他们中间走了。耶稣怎样脱离他们
的毒手不是福音的重点；重点是他们短浅的眼界和狭隘
的心胸导致他们失去了耶稣的临在。圣史路加藉此事迹
提醒我们要当心不正的宗教情愫，不要为了狂热追求奇
迹而错失了赐予我们奇迹的源头。的确，在这事件之後，
《路加福音》就不再提及纳匝肋原本在前几章具有的重
要地位；这地方似乎也被人遗忘了。人们依稀记得纳匝
肋，只因为「纳匝肋人耶稣」的原故（路四34；十八37；廿
四19），祂被自己本乡的人拒绝。

天主的真先知不但不为遭遇迫害或受到攻击就畏缩不
前，反而愈加奋发图强。同样，真先知即使在某个地方深
受人们的爱慕和拥戴，也不能被迷惑而放弃他原本向更多
人传报天国的使命，一如耶稣在倍受众人爱戴时所说的
那样：「让我们到别处去，到邻近的村镇去罢！好叫我也
在那里宣讲，因为我正是为这事而来的」（谷一38）。

无论遭迫害或受爱戴，先知总得以天国的使命为重。我
们在耶肋米亚先知身上也看到这一个先知使命的特质。
天主在耶肋米亚还没出离母胎之前就召叫他作万民的先
知，并派遣他去履行超过凡人力所能及的使命。天主命令

耶肋米亚先知去纠正人们深受世俗专制的信念，谴责他
们的懈怠，「对抗犹大的君王和首领，司祭和当地的人民」
（读经一：耶一18）；而他们必要攻击他，想尽法子将他打
跨。

作为天主的先知，耶肋米亚明白孤军作战的意义，懂得
革责玛尼山园的忧闷，体会责任使命的沉重。在他的艰困
中，他养成对天主的忠贞；在他的痛苦中，他学会对天主
的服从。他在人们面前不畏惧，所以天主不令他在人们面
前畏惧。他记得从他蒙召的那一刻起，天主就向他保证必
会由始至终与他同在，佑助他，使他成为「坚城、铜墙、铁
壁」（耶一18-19），使他在面对人们的谎言和毁谤时坚定
不移。他坚信天主对自己的许诺绝不食言。然而，虽然天
主向他保证成功和胜利，天主的国必要实现，但是成功属
於天主、胜利属於天主、复仇也属於天主（罗十二19；希
十30）。因此，每一个天主的先知和所有忠诚跟随耶稣的
基督徒都必须谦卑地祈祷：「我主上主，祢是我的寄望，
从我幼年时，祢就是我唯一的仰仗。我尚在母胎中，祢就
保护我，我出世以来就仰赖祢。我的口要传述祢的宽仁，
终日不断宣扬祢的救恩」（答唱咏：咏七一5-6，15）。

忠信和不怕艰苦地履行先知的使命固然重要，不过保
禄还告诉我们这一切都要以爱为原则和基础：「我若有
先知之恩，有全备的信心，但若没有爱，我什麽也不算。
我若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施舍了，舍身投火被焚；但若没有
爱，为我毫无益处」（格前十三2-3）。其实，若没有爱，先
知的职务反而会成为我们跌倒的陷阱，不仅丝毫无益於自
己和别人，甚至还会带来很大的祸害。因为它会使我们自
大、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而且还会让我们轻易动怒，
总是计较别人的过错。

爱是最大的德行，只有爱永垂不朽。即使如此，爱却绝
不是抽象的观念和虚浮的情感，而是实际使我们得救的
恩宠。爱的恩宠以天主圣父、圣子、圣神为源头和终向。
圣神将天主爱的恩宠通传给我们，使我们藉着圣子耶稣，
得以进入圣父的共融当中。因此，让我们向天主恳切祈求
爱的恩宠，使我们都能在爱内忠实履行作为天主先知的
使命，向众人宣扬天主救恩的喜讯。

春节、农历新年就到了。让我们在这新春时节立定志向
回应天主的召叫，以勇气和毅力作基督的先知和使徒。
愿天主降福我们在新的一年能活出我们蒙召的好生活。
愿天主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常能享受祂无限的恩宠和助
佑。    阿们。

恭贺大家新年好、新春快乐！

～ 张德福神父 ～

保禄的归化就是一本最精彩的，道明恩宠的教课书，也
是最动人的基督徒生命的见证。这个教科书，指的是：
天主所拣选的，是多么的奇妙无比，是超乎人所能想象；
其实，就是默观的经验，一个不为所知的，不是凭借着自
己的能力，并且是在一瞬间，一个灵魂似乎被净化了，看
见了天主，听到了天主，从此一切原来的生命模式彻底
的被摧毁，开始展开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新生命。

我记得那一年复活节领洗后，被邀请在数千人面前分
享自己的皈依见证时，我也一保禄的皈依做为例子。我
说，我的皈依虽不是充满着保禄般如此的神秘色彩，如
此的传奇，但对一个曾拒绝耶稣基督的我，最后能在42
岁成为了基督徒，能在皈依后，变卖一切，不只是领了
洗，外面的领洗，而是内在也领了洗，也就是十字若望所
言，圣神充满，内心在基督内的生命，呼喊说：『阿爸，父
啊！ 』」(迦四6）成为了基督的同承继者。

正如我之前分享的，十字若望的基督徒的圣三生命，
我们的圣化只有借着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内的圣化。
保禄的圣化就是最好的基督徒的真正皈依。他是犹太孩
子，认识天主，也认识圣神，但是却不在天主的美善中，
最后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彻底，让人完全无法相信，给了
他新的面容。保禄自己当然也无法明白自己何来的改变，
这就是十字若望所言：一切在灵魂的黑暗和模糊中，天
主在一个灵魂内做了奇妙的事情。

宗徒大事录，保禄三次表达了自己皈依内容，每次都不
一样，可见，皈依不是一次的，是整个存在的改变，时刻
的改变，天天的改变。我们也一样，我们分享自己的信仰

见证时，绝对每一天都会有和天主有新的认识，新的关
系，今天和明天，去年和今年，该是不一样的；每年都有
新的信仰元素在当中。

我记得在神学院的讲道的课程中，主教“教授”给了一
句非常受用的认识。他说，如果我们的道理，三年一轮，
之后就用同样的道理，不必再准备了，重复的使用，这不
是圣三的生命。

圣三的生命，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天主的创造没有
停止，圣神在不同的时空，会让我们看到新启示的记号，
复活的基督的临在，让肉性的我们，真实的分享了天主

的新生命的启示。如果我们没有在圣三的恩宠内，这恩
宠来自昨天十字若望所言：净化和祈祷，三超德不断的
进步，借着达修行祈祷的炼净。所以，我们的见证不该是
重复着使用的。重复意味什么？弟兄们，好好问问自己，
自己真的度着默观的生命？

保禄的皈依，从犹太信仰，进入基督信仰，我们看到了
基督所言的新生命，不在旧皮囊内，新生命该在新皮囊
内，我们必须脱去旧人，才能获得耶稣的新生命。我们不
是从一个宗教走入一个宗教，而是走入圣三的生命。

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2.1.24. 丙年常年期第三周 星期二  
圣保禄宗徒归化

真先知必定不被人人悦纳



HERALD January 30, 2022Xian Feng Bao20

（梵蒂冈新闻网）继2021年世界社
会传播日文告著重于「观看」

并传播现况之后，教宗方济各今年在第
56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中强调了「聆
听」的品质。教宗称之为「沟通模式的关
键及真诚沟通的条件」。教宗指出，人们
迅速失去聆听他人的能力，同时由于新的
沟通形式，聆听正在取得新的发展。这些
趋势展现出「聆听仍是人与人沟通不可或
缺」的要件。

本届社会传播日的主题为「以心灵的耳
聆听」，邀请我们省思聆听远远超过单纯
的听觉。真正的聆听是诚挚关系的基石、
是人与天主关系的根本。诚如圣保禄宗徒
所言：「信仰是出于报道。」（罗十17
）教宗解释道，「聆听符合天主谦逊的风

格」，祂藉著发言启示自己，又在聆听男
男女女时，把他们看作自己交谈的对象。
相对地，人类蒙召「调整自己的频率，侧
耳倾听」，而天主召叫人类缔结爱的盟
约。因此，「聆听具备爱的幅度」。

然而，许多关系缺乏真正的沟通，对
话往往成了竞相各说各话，对话者拒绝
聆听对方。如今这在公共生活里也显而
易见，人们讲到最后常常是要「赢过」
对方。但「聆听是对话及良好沟通必不
可少的基本元素」。少了聆听，就没有
良好的新闻；记者要聆听许多声音，以
确保他们传递的消息可靠又真切。聆听
让人能发挥分辨力，「引导不同的声音
发出共鸣」。

此外，在教会里「也非常需要互相聆

听」。「白白付出自己的时间去聆听他
人，乃是首要爱德之举」。教宗由此提
到当前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期勉众人
同心祈祷，愿这进程「能成为彼此聆听
的大好良机」。教宗将教会里的共融比
拟成合唱团，表明「合一并不要求整齐
划一、单调枯燥」，而是让不同声音、
多个声部和谐共存、多元并进。「合唱
团里各声部一起唱时，也聆听其他的声
部，整体发出和谐之声」。

教宗最后总结道，「意识到我们参与
这先于我们、包含我们的共融，我们可
以重新发现一个齐声同唱的教会。每个
人能在其中唱出自己的声音，接纳他人
的声音，把他人的声音视为恩典，以呈
现出圣神谱写的和谐乐曲」。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元月
2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

以大圣若瑟的四个梦为核心展开要理讲
授。这位义人的榜样有助于我们分辨天
主的声音。

教宗首先阐明，在《圣经》里，「梦
往往被视为天主启示自己的方法」。梦
境象征了「我们每个人的灵性生活、我
们的内在空间」，我们应当加以培养、
守护，因为「天主在那里彰显自己，并
对我们说话」。教宗同时也警惕，我们
心里也会出现其它声音：恐惧的声音、
经验和希望的声音，甚至是「企图欺
骗、混淆视听的邪恶之声」。因此，我
们必须增进分辨力，好能在许多声音中
分辨出天主的声音。

当天的接见活动选读了《玛窦福音》
记 载 的 大 圣 若 瑟 的 梦 （ 参 阅 ： 玛 二
19-23）。教宗由此省思了大圣若瑟作
的四个梦：最初，刚得知玛利亚怀孕的

大圣若瑟心烦意乱，天使显现在他的睡
梦中，帮他解决两难的困境。大圣若瑟
立即听从天使的话，迎娶玛利亚。教宗
表示，「生活经常让我们陷入我们难以
明白、看似无解的处境。在这种时候祈
祷，意味著让上主向我们指出正确的作
法」。

在第二个梦中，大圣若瑟接获警讯，
知道耶稣圣婴处境危险。他再次立刻遵
从天主的声音，带著耶稣和玛利亚逃往
埃及。教宗指出，当我们感受到那威胁
自身或我们挚爱的危险时，「祈祷意味
著聆听那能带给我们勇气的声音」，如
同大圣若瑟所做的那样。

出逃埃及时，大圣若瑟耐心等待天主
给出能安全返乡的信号。在第三个梦
中，他知道那位要耶稣性命的黑落德王
已不在人世；但在第四个梦中，出于害
怕黑落德王的继承人阿尔赫劳，大圣若
瑟接到要在纳匝肋定居的指示。对此，

教宗表明，「恐惧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它也需要我们的祈祷」。「大圣若瑟心
里害怕，但天主引领他走过恐惧。祈祷
的力量为黑暗的处境带来光明」。

圣父教宗为今天许多被生活重担压
垮、失去盼望而不去祈祷的人祈祷，恳
求大圣若瑟能「帮助他们敞开心扉去与
天主交谈，好能找到光明、力量和平
安」。教宗也念及那些面对子女困难的
父母，包括：孩童患病、儿女有同性恋
倾向、青少年出车祸等意外、学生课业
不佳等等。教宗坦言，这其中有许多痛
苦。「但请你们想想上主，想想祂怎么
解决大圣若瑟的各种难题。你们要请大
圣若瑟伸出援手，但千万不要谴责孩
子」。教宗也邀请众人想办法为这些父
母提供支持。

教宗提醒信众，「祈祷绝非抽象或纯
粹内在的举动，却始终与爱德密不可
分」。唯有当我们把祈祷和对近人的爱

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上主的讯息。
教宗最后带领在场信友向大圣若瑟祈
祷，请这位圣人「教导我们重新发现灵
性生活是天主彰显自己并拯救我们的内
在空间」；愿我们不再认为祈祷无济于
事，愿「人人都能回应上主的指示」。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圣言揭示
了天主的真貌，同时将我们引向

人们，因为“圣经不是为了我们消闲，
在天使灵性中宠爱自己，而是为了出去
接触他人并抚平他们的伤口。”这是教
宗方济各今天向教会传达的信息——按
教宗的意思，在礼仪中提出耶稣在纳匝
肋圣殿“第一次讲道”，作为过去三年
「天主圣言主日」福音的章节。

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了弥
撒，在此期间，他首次授予16位平信
徒设立读经员和传道员职务。其中有两
名来自亚洲的年轻女性：来自巴基斯坦
的史慧蒂伊克巴尔（Sweety Iqbal）和
来自南韩的金娜英（Na Young Kim）
。教宗在介绍新的读经员和传道员时
说：“他们被召唤从事为耶稣福音的服
务、宣讲祂的重要工作，以便祂的安
慰、祂的喜悦和祂的释放能够触及每一
个人。这也是教宗的我们每个人的使
命：成为信实的使者，成为世界上天主
圣言的先知。因此，让我们对圣经充满
热诚，让我们愿意在圣言深入领悟，揭
示天主的新颖并带领我们不知疲倦地爱
他人。 ”

教宗在他的讲道中解释说：因为圣经
揭示了天主的真实身份，“天主不是高
高在上的霸主（padrone）——一个丑
陋但不真实的天主肖像——而是一位跟
随我们每一步的天父。”祂不是冷漠的
旁观者，超然和不可逾越的“数学之

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天主，热情地
关心我们的生活并投入其中，甚至分享
我们的眼泪。祂不是中立和冷漠的神，
而是圣神、人类的爱人，祂保护我们、
指导我们、保卫我们、支持我们、分担
我们的痛苦。祂总是临在，”以及祂的
话语，“通过告诉我们天主对我们的爱
的故事，将我们从对祂的恐惧和成见中
解放出来，这些恐惧和成见扼杀了信仰
的喜悦。这个词推翻了虚假的偶像，揭
露了我们的投射，摧毁了我们过于人性
化的天主肖像让我们重新看到祂的面
容、祂的仁慈。

教宗指出，在纳匝肋的犹太教堂里还
说“祂被派去见穷人。”因为如果一方
面圣言安慰，另一方面它“破坏了我们
的理由，即使错误总是依赖于其他事物
和其他事物”。他说：“看到我们的兄
弟姐妹死在海上，我们感到多么痛苦，
因为没有人会让他们上岸。有些人奉天
主的名这样做。天主的话邀请我们公开
露面，而不是躲在复杂的问题背后，躲
在“无能为力”或“这是别人的问题”
或“我能做什么？”。“让他们在那
里”的借口背后。天主的话语敦促我们
去行动，把对天主的崇拜和对人类的关

怀结合起来。”
在三钟经祈祷期间，教宗从俯瞰圣伯

多禄广场的窗户向信徒们说的话，对今
天作为天主圣言时代的呼召也是其中的
核心内容。一个同样适用于讲道的提
醒。教宗警告说，如果没有今天的力
量，就有可能离开这个领域，进行“无
可挑剔的会议，结构良好的演讲，然而
这些演讲并没有打动人心，所以一切都
像以前一样”。他说：“因此传道的人
首先必须经历耶稣的今天，才能在别人
的今天传达它。

教宗随后再次建议信徒每天将福音掌
握在他们手中，特别是在这个礼仪年
中，路加福音及其慈悲宣言。“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这些话是为了我
们，为了我们的生活。它们将帮助我们
以更好、更平静的前景迎接每一天，因
为当福音今天进入时，它就充满了天
主。”

最后，教宗在三钟经上宣布了1月26
日星期三乌克兰的和平祈祷日，以应对
新的紧张局势，使欧洲和世界的安全受
到质疑。他说：“我呼吁善意的人，向
全能的天主祈祷，这样每一个行动和政
治倡议都可以为人类兄弟情谊服务，而
不是为党派利益服务。他引用上周五宣
布圣依勒内（St Irenaeus）为教会圣师
的法令，教宗向信友指出，圣依勒内是
东方和西方团结的桥梁，并敦促我们“
为基督徒的充分团结而共同努力。”

教宗：天主圣言揭示祂的面容
并带领我们走向人类

教宗第56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
聆听是对话必不可少的要素

教宗公开接见：大圣若瑟能藉著梦来分辨天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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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 
(FCMSM) 于1月22日，通过线上Zoom平

台正式启动了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圣经知识
视频项目（Bible Knowledge Video Project）。 

该项目是根据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录的圣经章节
做指导视频学习课程。这课程包括40节课，每堂课
是90分钟的《路加福音》课程和40节课，每堂课90
分钟的《宗徒大事录》。每节课都包含互动练习和
生活应用。视频课程中还包括定期测试和总结性测
试。

这些编程课程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它可以自成一体
的提供教学，也可以成为学习工具，旨在让学习者
或是学者-老师、神父、牧师、年青人甚至是父母以
及相信圣经知识是一项很重要的课程的人，并希望
可以鼓励和帮助学生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中拿
这个题目/课目。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圣经知识视频项
目（SPM BK Video Course）足以让学生为马来西
亚教育文凭圣经知识考试做好准备（科目 9221）。 

通过这个视频项目，希望在教育部每年提供的马来
西亚教育文凭考试（Sijil Pelajaran Malaysia）中吸
引更多的学生拿圣经知识科目（BK Paper 9221)。

此课程项目是以英文作为媒介语。
当天的推介仪式中，很荣幸有Tan Sri Bernard 

Dompok，吉隆坡总教区的廖炳坚总主教，古晋总教
区的傅云生总主教，沙巴的Archdeacon Moses Chin
和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的成员一起见证这
一刻。廖总主教也为推介礼做开始祷。Moses Chin

执事为活动做结束祷。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您可以通过邮件给bkquery@

gmail.com，或是游览https://www.fcmsm.org/bible-
knowledge/bible-knowledge-in-video/。 

（古晋讯）诗巫明爱于1月14日抵达古晋的Satok大
厦向UNIFOR主任，Richard Lon先生进行礼节性的拜
访。

这 次 的 访 问 团 的 领 队 中 还 有 来 自 国 家 打 击
贩 卖 人 口 和 打 击 偷 运 移 民 战 略 办 公 室 （ M a j l i s 
Antipemerdagangan Orang dan Antipenyeludupan 
Migran (NSO MAPO)）、妇女部（Kementerian 
Pembangunan Wanita）、家庭与社区发展部
（Keluarga dan Masyarakat (KPWKM) ）和诗巫区
打击人口贩运和打击偷运移民委员会（Jawatankuasa 
ATIPSOM Bahagian Sibu(JABS)）的参与。

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讨论如何提高国家打击贩卖人口
和打击偷运移民战略办公室(NSO MAPO)和家庭与社
区发展(KPWKM) ）、其他宗教事务单位（UNIFOR）

、 诗 巫 区 打 击 人 口 贩 运 和 打 击 偷 运 移 民 委 员 会
（JABS）和诗巫明爱（CARITAS Sibu）之间可以达
成的共识，以举办更多的合作活动、研讨会和展览，
以帮助砂拉越子民更了解和认识及预防人口贩运的事
件发生。

希望今年即将到来的“世界打击贩运人口日”将在
诗巫举办更多的醒觉活动，并且预防贩卖人口和偷运
移民的事件继续发生。同时，诗巫也会成为砂拉越第
一个城市向这些被贩运者提供收容所，从而也向其他
地区推广和建立被贩运者收容所的设备，如果认为是
需要的话。这是为被贩运的受害者提供照顾和保护，
好让他们在等待法院根据2007年打击人口贩运和打击
偷运移民（ATIPSOM ）法案起诉贩运者时，他们可
以有地方先安定下来。

雅加达（亚洲新闻）- 印度尼西亚第一家天主教出版和印
刷公司《PT Kanisius》庆祝成立一百周年。

该公司目前由苏比洛图神父（Azismardopo Subrotoe）
负责，总部设于日惹（中爪哇省），最近发表了该出版
社历史的视频，并展示了一个新的标志和主题：“梦想
和作品为印度尼西亚着色”。

成立于 1922 年，原名 《Canisius Drukkerij》印刷公
司。根据其网站，它始于“两台机器和三名员工”。

《PT Kanisius》的保禄‧维迪安托路（Paulus 
Widiantoro） 告诉《亚洲新闻》，在此之前， Canisius 协
会于 1918 年由同样位于中爪哇省的“蒙蒂兰的荷兰耶稣
会士”创立。

他说:“霍比列哲斯神父（J Hoeberechts ）于 1922 年
注册成立《Canisius Drukkerij》印刷公司，印务由贝利努
斯修士（Bellinus FIC ）及其三名助手进行。”

1928 年，教宗比约十一世特别祝福了这家出版社。他

说：“告诉整个东印度群岛，印刷纸一直是执行我们牧
民使命的最有效和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Canisius Drukkerij》第一本书出版的书籍，是献
给圣方济各沙勿略，是一位匿名作者所作，他自己署
名“ADMG”。爪哇语的第一本福音书于 1928 年出版。

二战期间，日本知事把贝利努斯神父逮捕入狱。日本
占领结束后，印度尼西亚新政府将 该出版社移交给雅加
达总教区德贾贾塞朴特拉神父（Djajasepoetra ）。

该出版社还被获得权印刷第一张印度尼西亚纸币。
1968 年更名为 《PT Kanisius》出版社，印刷印尼教会

和当地文化关重要的文本。它出版了第一本拉丁-印度尼
西亚语字典，以及印度尼西亚显赫的耶稣会哲学家尼各
老·德里贾卡拉神父（Nicolaus Drijarkara）的著作《人
类哲学》。

新冠肺炎大流行为该公司提供机遇，发展了电子商务
部门，并允许人们在线购买书籍的机会。  

（诗巫讯）于1月15日，共有22名跨信仰，不同宗
教的参与者参加了为期一天，在天主教大厦一楼的
培训，以了解被贩运者的基本护理和保护基本需求。

该活动是由妇女部、家庭与社区发展部(KPWKM)
、布城和国家打击人口贩运和打击偷运移民委员会
或NSO-MAPO与诗巫明爱以及诗巫区打击人口贩运
和打击偷运移民委员会（ATIPSOM）合作举办.

该计划由国家打击人口贩运和打击偷运移民委员会
的Puan Syuhaida Abdul Wahab Zen启动。

根据一份新闻声明，这培训旨在让参与者了解与识
别受害者、遣返以及根据2007年打击人口贩运和打
击偷运移民（ATIPSOM）法案保护被贩运者有关的
过程。

四个政府机构，即国家打击贩卖人口和打击偷运移
民战略办公室(NSO MAPO)、MAPO 工作组、家庭
与社区发展部 (KPWKM)和移民部，受邀一起举办并
给于培训。

同时，Eta Ting女士在此次与国家打击贩卖人口
和打击偷运移民战略办公室 (NSO MAPO)、家庭与
社区发展(KPWKM)的拜访中向古晋区，砂拉越首
席部长署的其他宗教事务单位（UNIFOR）的主任
Richard Lon先生赠送纪念品。

诗巫明爱期待合作 打击人口贩卖活动 提高关爱和保护 
被贩运受害者的意识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
启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圣经知识视频项目

印尼第一家天主教出版社
庆祝成立一百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