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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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将有582名候洗者在2022年4月16日在马来西亚半岛的复活节守夜礼领
受圣洗圣事、坚振圣事和圣体圣事。 以下是吉隆坡总教区以及槟城和马六

甲柔佛教区的简短报告。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3月8
日致函出席“女性教会圣师和

欧洲主保圣女与今日世界对话”国际研
讨会的人士。教宗指出，这些女性的卓
越思想“因其持久性、深度及合乎时宜，
在这个时代具有重大的新意，且在现时
的情况下，为我们这个支离破碎及不和
谐的世界提供了光明和希望”。

这次会议由罗马宗座传信大学、宗座
宗徒之后大学女性研究所，以及阿维拉

天主教大学举办，在3月7日和8日两天对
里修的小德肋撒（Therese of Lisieux）
、宾根的希德加（Hildegard of Bingen）
、阿维拉的德肋撒（Teresa of Ávila）、
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瑞典的
布吉达（Bridget of Sweden），以及锡
耶纳的加大利钠（Catherine of Siena）
的贡献进行了讨论。

教宗表示，这些女性的圣德生活见证
具有共同之处。她们的德表凸显了"教会

和世界所需要的女性的一些特质：面对
困难的力量、脚踏实地的能力、按照天
主的计划为最美好和最人性化的事物成
为意志坚决的人的自然倾向，以及对世
界和历史的远见，即先知性的视野，这
使她们成为希望的播种者和未来的建设
者"。

教宗最后祝愿，"望你们会议的成果成
为促进'女性圣德'的动力，使教会和世界
结出丰硕的果实"。

近600名新天主教徒
将在复活节办入门圣事

教宗致函国际研讨会：教会和世界需要女性的力量 

（吉隆坡讯）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肆虐下，以及Omicron病毒的

威胁下，为遵守安全距离防疫措施，吉隆
坡总教区的甄选礼改为堂区性或铎区性，
意即各堂区、铎区各自为慕道者安排甄选
礼。
一共有325名候洗者聆听天主的召唤，将
在复活节守夜礼领受圣洗圣事。还有122
名候洗者有意愿重新确认他们的信仰（领
受坚振圣事），另外28名候洗者愿意重新
加入教会的大家庭。
在廖总主教预先录制的信息中，廖总主
教谈到了“候洗者”的重要性，在基督教
中，“候洗者”指的是天主拣选了祂的子
民。
总主教说，“在这一天，你们这些慕道者
应欢欣鼓舞，因为天主拣选了你们成为祂
子民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已经受洗的人，
包括那些正在寻求坚振和接纳进入教会
的人，要欢欣鼓舞，因为这次甄选礼是一
个刻骨铭心的时刻，通过圣洗，你也成为
天主拣选的子民。天主拣选我们不是因为
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
是因为天主爱我们。”
廖总主教还强调了作为天主选民的责任
和特权。他说道，“我们蒙召要全心全意
地敬畏天主并敬拜祂，同时也要遵守天主
的诫命。同时，作为天主教会的成员，我
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堂区、教区、社区和整
个教会的利益和成长分享我们的时间、精
力和才能，遵守她的法律，互相关心和支
持，并表现出爱和怜悯，尤其是对穷人、
弱势群体、边缘化和受压迫者。
总主教还提醒信仰团体要时刻在言行中
成为选民的好榜样。

总主教还鼓励说，“今天让我们一起喜
乐，因为虽然我们是罪人，是不配者，但
我们都是天主选民的一部分。当我们聚集
一堂，一起参与仪式时，愿我们每个人都
将我们的生命重新完全献给天主，作为天
主教会的子民更加慷慨地追随基督，做一
个积极和负责任的一份子，参与敬拜、爱
天主和服侍天主，并像爱我们自己一样爱
我们的邻居。
在尾声，他说道，“最后，虽然我无法亲自
出席这次甄选礼，但是在属灵上我与你同
在，我继续为你们祈祷。我希望在不久的
将来，情况很快会好转，愿天主会给我们
一个可以面对面的见面机会。”

成为天主子民是一种特权
（大山脚讯）槟城教区甄选礼分别于

3月5日和6日在大山脚的圣安纳
圣殿和怡保花园的永援之母堂举行。

槟城教区的施恩天主教 (Rt Rev Sebastian 
Francis)为这两日的甄选礼担任主礼人。一
共有112名来自槟城教区各堂区的慕道者出
席，以正式被教会取录为候洗者，为候洗者
在复活节守夜礼中领入门圣事的近程做最
后准备阶段
在讲道中，施恩天主教谈到了净化，我们
每个人都需要净化，并向候洗者提出了几
个问题，例如“我们想要圣神与我们同在
吗？我们想在基督的葡萄园里工作吗？”
 在经历了40天的更新计划后，候洗者将
在复活节领受圣洗、坚振和圣体圣事。施
恩天主教提醒他们，他们并不孤单，整个
教会都会与他们同在。在这四十天里，他
也会特别为他们祈祷。候洗者的家人和

代父母也出席了见证仪式。当我们对天主
有信心时，天主总是信实的，并且提醒候
洗者（他们将从现在开始被召唤）要感谢
祂。施恩天主教呼吁以天父的爱与力量来
加强他们的圣召。

你并不孤单，教会与你同在

（柔佛州，东甲讯）马六甲柔佛教区于
3月5日至6日，为145名慕道者举

行代牧区甄选礼。
因COVID病例数量不断增加，原定于圣
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柔佛南部）举行的
甄选礼被取消。不过，柔佛中北部代牧区
和马六甲代牧区的甄选礼继续顺利进行。
东甲圣玛窦堂的王保禄神父说：“我们的
堂区教友很高兴第一次举办这项活动，他
们学到了很多。”
尽管安排有14名慕道者，但只有12人在
场，因为其中两人的COVID-19检测呈阳

性并被隔离。
在3月5日的仪式开始前半小时，在下午3
点，麻坡圣安德肋堂的合唱团主持了祈祷
仪式。
与 此 同 时，古 鲁 蒙 瓜 达 路 佩 圣 母 堂
（OLOG）于3月6日为来自马六甲州的43
名慕道者举办了甄选礼。
马六甲柔佛教区伯纳德·保禄主教在他
的讲道中提醒候洗者关于四个英文单
词的‘E’——相遇（Encounter）、启发
（Enlighten）、赋权（Empower）和福传
（Evangelise）。

关于四个“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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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四旬期第二主日
（创15：5-12，17-18；斐3：17-4：1；路9：28-36）

主内的兄弟姐妹：

每年四旬期的首两个主日我们都要默想耶稣在旷野中受
魔鬼试探和在山上显圣容的事迹。这两个强烈对比的事
迹都指向耶稣将在耶路撒冷完成的逾越：前者预先标明
十字架的苦难，後者预先彰显复活的光荣；两者都给我
们揭示耶稣是谁。耶稣真是天主子（路三22；九35）。伯
多禄明认祂是「天主的默西亚」，耶稣不否认，但祂更愿
意以「人子」自称（参阅：路九18-22），因为祂同时也真
是人类的一员，被天主拣选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参
阅：路九35）。
这项特殊的使命是什麽？耶稣自己又是如何理解这项使
命的呢？我们可以从耶稣与梅瑟和厄里亚的谈话中看个
究竟。梅瑟曾在西乃山上会见天主，并领受了天主为教
训百姓所写的法律和诫命（出廿四12-18）。厄里亚则曾
在曷勒布山上会见天主，并领受了另立一人接替他为先
知的使命（列上十九8-18）。梅瑟和厄里亚都是与天主非
常亲密的人，都曾在山上看见天主的光荣，现在他们又在
山上看见耶稣的光荣。他们显现在光耀中与耶稣谈话，
而谈话的内容正是针对耶稣的使命，「也就是祂在耶路
撒冷必要完成的事」（路九31）。
《思高圣经》把耶稣必要完成的事译成「耶稣的去世」（
路九31），但希腊文原文的用词却是「耶稣的出谷（tēn 
exodon）」。这个「出谷」是走出死亡的幽谷（参阅：咏廿

三4），是《出谷纪》中关於以色列子民走出埃及的奴役，
成为自由的天主子民的救恩行程；在此指的也是耶稣的
逾越。耶稣的逾越是祂的特殊使命，目的是叫人类走出
罪恶的奴役，引领远离天主的人与天主重归於好。
耶稣的逾越必须发生在耶路撒冷。耶稣自己解释说：「
看，我今天明天驱魔治病，第三天就要完毕。但是，今
天、明天以及後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
撒冷之外」（路十三32b-33）。耶稣心志坚决、意气昂扬
地朝向耶路撒冷前行（参阅：路九51-53）。在耶路撒冷，
耶稣将给我们展示天主爱世人爱到极限：「天主竟这样
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
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若三16）。
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一个逾越行程为我们的得救是
必须的，但它的意义却总是令人茫然费解，难以接受。在
上个主日，我们说了伯多禄想要把十字架从耶稣身上拿
开，他现在又再次在耶稣即将展开走向耶路撒冷的行程
之际，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
个帐棚住下」（路九33a）。伯多禄看见的「真好」并不是
天主所见的好，而只是人所能看见的片面和表面的好。
伯多禄要耶稣停留在这光荣之中，不再朝向耶路撒冷前
行，不再接受十字架的苦难和死亡。因此，圣史路加立刻
给我们解释说，伯多禄「原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麽」（路

九33b）。圣史路加的解释当然是在耶稣复活的光照下，
在他们眼睛开了之後，才明白原来伯多禄当时并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麽（参阅：路廿四6-10，30-35；宗二22-24
）。
伯多禄当时或许也想要把耶稣的荣耀留在帐棚内，就像
从前上主的荣耀停留在帐棚内，陪同以色列子民走出埃
及的整个行程那样（参阅：出四十34-38）。然而，伯多
禄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
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祂」（
路九34-35）。天父的这声音不只是对伯多禄、若望和雅
各伯说的，也是对每一个聆听福音的人说的，告诉我们
光荣的上主如今不住在帐棚内，而住在我们中间，非常亲
近我们。这声音同时也邀请我们不要只是一直询问耶稣
是谁，不要限制耶稣亲身与我们同在的行动，却要用心
听从耶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才有
能力去接受最难以接受的事实，也就是耶稣的苦难和死
亡。
在耶稣复活的光照下，我们在四旬期间要偕同耶稣走向
耶路撒冷。四旬期这一个逾越行程不只是为了准备复活
节，更是一个为了让整体教会和我们每一个基督信徒重
新净化自己、革新自己、使自己对复活的信仰更有活力。
四旬期的逾越行程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实
在是一个历史旅途，我们需要在时间的发展中逐步地领
悟及明白天主的启示，也逐步地更肯定我们所相信的救
恩。
耶稣透过自己所显现的光荣和必须经历的苦难，逐步地
给我们启示祂是谁，同时也给我们启示我们是谁。耶稣
在显现的光荣中证实自己真是天主子，我们也要因耶稣
而成为天主的子女。耶稣以自己的苦难让我们经历一种
存在性的经验。苦难并非总是毫无益处，我们有时必须
经历一些痛苦的事件才能觉悟到自己真的存在，把我们
从自满及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唤醒过来，使我们更接近自
己、更认识自己。然而，旅途中的生活肯定不只是受苦！
旅途中的生活也具有真实的光明、光荣和喜乐的许诺，
这点在信德中尤其明显，「正如天主向我们的祖先所说
过的恩许，施恩於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路一
55）。天主对祂的许诺永远忠信。
在这四旬期的逾越行程中，更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我
们已预先看见耶稣彰显祂复活的光荣。因此，我们可以
勇敢地回顾过去，更新自己的心志，用心聆听耶稣，跟随
耶稣前行。让我们行事为人如同天国的公民，常思念天
上的家乡，「等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从那里降来，祂
将使万物屈服在祂权下，祂必运用自己的大能，使我们
卑贱的身体，改变得相似祂光荣的身体」（读经二：斐三
20-21）。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四旬期谈借着斋戒克服私欲偏情。读经一，从圣经
的经典著作之一，约纳先知和尼尼微人的故事

来看人的私欲偏情。当我们认识了人，这个所谓天主
所创造之物后，便知道我们人因罪所失去那份属神的
美善，变成邪恶，暴行，罪恶的根源，只因我们失去了
属神的灵性生命。原来一个人的罪恶来源是为了满足
肉性的需要，人无法忍受肉身的折磨和痛苦，所以愿
意用灵魂来获取片刻的安慰。这正如我们被毒品所控
制的肉身，为了痛苦获得短暂的解除，我们可以为此
而走上不归之路。

人肉性的癖好，就是灵魂为此受控制的结果，也就
是人完成被世界，被肉体，被魔鬼所控制，我们为了要
获得这一切的满足，物质生活的满足，肉体欲望的满
足，自由的满足，为此失去了灵性的美善也无所谓，这
就是耶稣来拯救我们的原因。主告诉了我们，禁食，
披上苦衣，坐在灰土中，不准吃，不准喝水，要呼求天
主。终于明白了，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了失去灵魂的
自己的样子是怎么样的，也让我们体会拥有灵性生命
的效果又是如何，让我们重新再体会爱天主和爱受
造物的结果，为此帮助呼唤我们重归和天主和好的渴
望。

四旬期，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守斋，逐步的让自己的毒
瘾一点一点的被释放。人自己一个人，仅凭着自己是无

法战胜被魔鬼所牵绊的肉体，除非自己全然攀附在主
耶稣这葡萄藤上。我愿意最后不但皈依主耶稣，更希
望借着奉献生命的生活来帮助自己，脱离我以往自己
的不堪；只因我太清楚认识了自己，我需要主耶稣，我
才能做得到。否则，我将很快就像不悔改的尼尼微城
中的人民，将会彻底的毁灭。那是一点一滴的被罪恶
侵蚀，自己毫不知觉。大德兰说了，等到那一天真正面
对罪恶的自己时，才发现已经就是末期的生命了。

肉身的我们求征兆，但心硬和本性欲望让我们根本
看不到征兆。过度的欲望让我们根本不看身体是否出
现了征兆，即使有了，也被欲望满足冲昏了头。尼尼微
的故事，已经如此的告诉我们，多少先知告诉了我们
事实的真相，他们愿意听才能得救。所以，耶稣已经
告诉了我们一切生命的真相，我们愿意听吗？如果已
经站在面前的救世主，我们都拒绝，还要求什么征兆
呢？

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带来给我们真智慧，我们却拒
绝聆听，我们拒绝借着耶稣基督来找回灵性的生命，
还能求什么呢？我们还在等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
们在等什么？还为世界而选择失去耶稣，那位可以帮
助我们脱离生命毒瘾的主吗？

愿这四十天，让我们的毒瘾能逐渐的从我们身上被
释放！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2.3.9. 丙年四旬期第一周星期三    

生命的逾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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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 冈 新 闻 网 ） 在 逐 渐 接 近
2 0 2 5 年 禧 年 的 此 刻 ， 圣 伯

多禄大殿正在为这信仰上的重大盛事
做准备。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枢
机日前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时如此表
示。

至于如何为禧年做准备，甘贝蒂枢机
说：“圣伯多禄大殿例行和特别的牧
灵工作正在更新，以‘保持点燃希望
的火炬’。首先是为信友提供灵修方
面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沉浸在祈祷和
朝拜圣体中；其次是在教会方面，有
利于信友们在圣伯多禄的墓上与伯多
禄的灵修相遇；最后是在文化方面，
让人们去注视圣伯多禄大殿的宗教艺
术 品 。 鉴 于 禧 年 ， 大 殿 正 在 为 接 纳
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名朝圣者做准
备。”

甘贝蒂枢机接著表示，从今年开始，
将在3年内围绕不同主题提出一系列活
动，诸如接近和照护、修和与记忆的
净化等。枢机说，为3年的准备工作选
定的主题领域与禧年委员会的建议相
伴同行。他也提到圣伯多禄大殿的礼
仪和牧灵活动的新动力，以及一些省
思和祈祷时刻。

那么，以何种方式接待参访者？甘贝
蒂枢机表示，“紧张而寂静无声的工
作正在进行，这更清楚地体现出圣伯
多禄大殿的朝圣地的角色是为参访者

服务。目的也是让所有人能获得朝圣
的经验，对画像、隐喻所表达的生活
的认知，以及信徒和非信徒在一起的
经验”。为此，在接待方面正在进行
重新安排的同时，也在研究一种新的
方法，以伴随游客去发现在圣伯多禄
大殿珍存的宝藏及其意涵。

枢机接著指出，首先是将渴望在圣伯
多禄大殿领受圣事或者进行信德和虔

敬举动的信友们的朝圣路线与游客的
路线分开。同时，“正是本著传教精
神，圣伯多禄工程处正在做安排，来
支持这方面工作的进行，为信众和游
客提供一个更称心、安全，更便于朝
圣和参观而且也是尊重生态的地方”
。

甘贝蒂枢机举了一些例子。关于接
待 ， 他 说 ， 目 前 正 在 建 设 一 个 新 网

站，它将作为进入圣伯多禄大殿的一
个虚拟门户，让前来的人士认识圣伯
多 禄 大 殿 、 制 定 参 观 路 线 ， 以 及 参
与它的活动。也重新设计了一个办公
室，专为接待徒步或骑自行车走了很
多公里的路后、来到伯多禄宗徒墓前
的朝圣者。此外，正在计划一种新的
促进朝圣的方式，有助于那些没有经
济能力的人前来朝圣。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3月
5日在梵蒂冈接见了亚加大·

斯梅拉尔达计划协会（Associazione 
Progetto Agata Smeralda）成员，
与他们谈心。教宗首先指出，该协会
成员与佛罗伦萨总教区合作，推广远
程领养，以捍卫世界各地孩童的生活
和 尊 严 。 教 宗 赞 赏 他 们 努 力 在 世 界
各地同心协力广传天主的温柔和祂的
父爱。「这是耶稣送给我们的一大礼
物」。

教宗最近在以大圣若瑟为主题的要
理讲授中恰好谈论了领养的课题。教
宗「赞许并鼓励夫妻敞开心扉和家门
来接纳那些没有家庭的孩子」，并指
出亚加大·斯梅拉尔达计划也立基于
同样的情操，即：向父母亲职开放的
父爱和母爱。教宗接著点出，那些选
择远程领养的人，心中怀著给孩童一
个未来的愿望，期盼孩童「能感到被
爱，不缺生活所需，并且健全成长」
。而我们大家也因耶稣而在天父那里
「获得义子的地位」（迦四5）。

「今天非常需要父爱和温柔！那『
温柔』一词却经常被踢出日常生活的
辞典世界上真正的革命是每天默默奋
斗的人所缔造的，以期贫困弱小者不
再受到轻视、丢弃和遗弃，而能重新
站起来，活出他们天主子女的尊严。
筹备完善、定期追踪并适度陪伴的远
程领养，做的就是这件事。这是天国
的一小粒种子，在爱的栽培中发芽长
大、结出果实。」

亚加大·斯梅拉尔达计划目前在世
界上15个国家管理150个项目，今天已
启动的远程领养约有7千件。支持者为
数众多，不乏「许多在世界偏远地区
服务的平信徒、修女和司铎」。教宗
说：「我与你们一起感谢上主！我很
欣赏你们把这一切归功于天主上智安
排的举动。是的，我们只是天主恩惠
的合作者。这令我们满心欢喜、由衷
感激。」

教宗最后期勉该协会向前迈进，保证
降福所有工作人员与合作者，以及所
有受到照顾的孩童与青少年。

（梵蒂冈新闻网）「我们祸不单
行 ！ 」 教 宗 方 济 各 在 视 频

讯息中如此描述当前的历史性艰难时
刻。教宗以西班牙语在这个视频里问
候此刻正在为里斯本世青节做准备的
青年。有鉴于世青节将于2023年8月
1日至6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2023
年里斯本世青节基金会主席、该教区
辅理主教阿吉亚尔（Américo Manuel 
Aguiar）今年3月3日前来梵蒂冈晋见
教宗，并录制了这段简短的视频。

教宗说：「我们刚走出新冠疫情的
危机，就碰上经济危机，而现在我们
陷入战争的危机。这是所有会发生的
祸 患 中 最 糟 糕 的 一 个 。 」 教 宗 邀 请
青年让同龄人的聚会活泼生动，使之
「新鲜又充满创意」，不落入其它世

青节的窠臼。教宗引用真福阿库蒂斯
（Carlo Acutis）的话说：我们蒙召
活出独一无二的特色，而非当个复制
品。

「危机要一起克服，而非独自应对。
危机使我们陷入考验，让我们走出时
能变得更好。走出危机后，我们会与
从前有所不同：要么变得更好，要么
变得更糟。挑战就在我们面前，而我
们走出时要变得更好。」

教宗期许年轻人尽其所能。「你们
创意十足，有如诗人一般！」为此，
教宗邀请青年发挥「创造力的诗意，
展望2023年8月份」。教宗最后敦促青
年祈祷，并保证他会为参与的青年祈
祷。愿这次聚会成果丰硕，愿每个人
变得更加美好。

圣伯多禄大殿为2025年禧年做准备

圣教宗方济各：世上的真革命
是扶持弱小与被遗弃者

圣伯多禄大殿  (Vatican Media)

教宗接见亚加大·斯梅拉尔达计划协会成员  (Vatican Media) 

教宗期勉青年：
战争使我们陷入考验，

让我们携手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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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三马拉汉讯）砂拉越心脏专科中心
是首个政府医疗中心设有天主教祈祷小圣堂

（Chapel）。于3月4日由砂拉越联合教会（ACS）主
席兼天主教古晋总教区傅云生总主教举行降福并正式
启用圣心小圣堂。

博总主教说：“小教堂不仅供基督徒使用，还被划
分为其他信仰的人的祈祷空间。

总主教在接受DayakDaily的采访中指出，砂拉越心
脏专科中心“将”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榜样。小教堂
是相互尊重的象征，是接受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差
异的象征。

博总主教说，为回应医院里的基督徒工作人员和患
者的要求，天主教会自2015年以来一直都有每个月在
医院举行一次弥撒——无论是在小房间里还是在走廊
沿线。因看到这个情况及需求，砂心脏专科中心院长
莫哈末阿斯里同意在医疗中心内建造一座小教堂。

在莫哈末阿斯里的致辞中表示，医院的宗旨是照顾
不同信仰人士的需求，以营造和谐的氛围。

莫哈末阿斯里说，“我相信每一个宗教都教导人们

互相爱和尊重，而砂拉越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宗
教的州，需要相互尊重和宽容。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莫哈末阿斯里说，“我们感谢州政府和其他宗教事
务单位（UNIFOR）的拨款，使我们有可能拥有一个
地方，不仅让基督徒祈祷，而且让我们所有不同信仰
的人聚集在一起，加强我们的联系和纽带。”

砂拉越总理署其他宗教事务单位总监李察隆说，“
这是一项包容性的举措。它不仅是天主教徒的教堂，
而且我们的目标也是为其他信仰的人建造一个地方，
让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找到安静的时间祈祷并寻求力
量。”

他受访时表示，砂拉越心脏专科中心设立天主教圣
心小圣堂展现砂拉越宗教和种族和谐及包容的一面，
足以成为全国的典范。

他补充说，如果没有莫哈末阿斯里的支持，在政府
医疗机构中建造小教堂是不可能的。“莫哈末阿斯里
从一开始就在中心，因为他看到病人需要一个祈祷、
敬拜的地方，”

他说，接下来，该单位将会继续在砂拉越各个有需
要的政府医疗机构设立有关宗教场所，並感激砂拉越
政府的积极支持这项计划。

博总主教感谢其他宗教事务单位(UNIFOR)为教堂建
设基金捐款280,000令吉，而天主教会捐款100,000令
吉。来自婆罗洲邮报在线报道说，这座小教堂的完工
成本约为40万令吉。除了在教堂每月举行的弥撒外，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祈祷。小圣堂将于周一至周五上午8
点至下午5点开放。

(吉隆坡讯)“这次的疫情带来了很大的危机，我身
为总主教也有遇到不少的挑战，。。。重要的

是我们的信德，我们有相信耶稣基督吗？。。。最重要
的是我们要祈祷，要在祈祷寻求耶稣，相信他，由他来
领导我们。”吉隆坡总教区廖炳坚总主教在最后一天的
致词中勉励众参与者。他也感谢新福传学院(Institute of 
New Evangelization)适时地举办这场培训，他了解到这
是去年尾举办了英文场次，现在是华文场次，他希望
很快可以有淡米尔文及马来文的培训，让更多的教友受
益。

 一共有一位神父、两位修女以及八十五位平信徒一
同参与了这维持三个周末六场线上讲座；这是由新福传
学院举办的“堂区领袖蜕变培训”。参与者除了来自西
马三教区以外，也吸引了来自东马美里教区以及新加坡
总教区的堂区领袖报名参加。

在这连续的三个星期六，主办当局邀请了来自三教区
的不同主讲人为大家作主题演讲；分别有：

陈亿赐副主教 –“在危机中带来基督”
吴来荣兄弟 –“堂区众教友的需求”
吴瑞良兄弟 –“我是仆人型领袖”
陈玲玲姐妹 –“社交距离中的亲切感”
黄启升兄弟–“分享我们的祝福：汇集和分配”
林淑恩姐妹 –“社交媒体进行福传外展活动”

这六场讲座即可以单独聆听、学习，却又是环环相
扣。在经历了将近两年的疫情以及行动管制令，堂区的

弥撒以及各项活动都停顿了下来。虽然现在堂区已经开
发可以举行弥撒，但有许多的教友们目前还是参与网
上弥撒而未回到教堂来。各事工除了部分以网上形式
进行，否则就还处于停顿的状况。就如陈亿赐副主教所
言，这可是整个教会的一大危机！在行管令期间，神
父也未能到处走动探访教友，了解教友的现况。幸好后
来的局部开放，陈副主教能够与一小团体的教友服务社
区内的一些弱势团体，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当中都让
陈副主教与基督相遇；更坚信基督的临在。在这个危机
当前，却又“商机”处处，让大家都可以分享基督的喜

讯。而吴来荣兄弟和大家分享了众教友们的核心需求：
身体、心理、灵修、财务及社会；而这不但是个人的探
索，更是领袖们现在要学懂如何理解周遭人的需求，如
何影响及鼓励教友们回到堂区来。是“仆人型领袖”还
是“仆人 领袖”？吴瑞良兄弟在他的分享中向大家提
出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仆人型领袖的12项特质让大
家检视，他提醒大家这特质不是天生的，是要苦练的。
在这疫情期间，甚至去年年尾大水灾中与她的团体东奔
西跑中，带着一颗爱心处处为需要的人服务；陈玲玲姐
妹分享了她的甜酸苦辣经验。“天主祝福了你吗？”黄
启升兄弟在分享的开始就问了参与者这个问题。经过一
轮小组分享后，更尖锐的问题来啦。。。“你在传福音
吗？”；是的，你接受了祝福有传出去吗？有让更多的
人接受这份祝福吗？启升兄弟在他的分享中谈了他的一
些经验，也提供大家可以有的一些准备。最后一将，有
林淑恩姐妹及她的拍档分享了他们如何一群年轻人互相
扶持，一同在网络上作福传。在分享中，他们也教导了
一些简单的方式如何可以做，无论你是什么年龄群都
行！

主办当局希望通过这六场主题演讲，能够重燃各位堂
区领袖的心火，把炽热的心燃烧起来！不但如此，也希
望逐步能够带动身边的堂区教友动起来。而且，新福传
学院将继续跟进学院们学以致用；通过小组继续辅导大
家开展一些小活动让堂区动起来。

文/ 紫梦

（1）
（2）
（3）
（4）
（5）
（6）

（槟城讯）槟城教区在圣灰星期三发起了四旬
期运动，主题是《我们共同更新、重建》

。这未来三年四旬期主要任务的主题项目，是由槟城
教区的马来西亚明爱领头，而今年是专注于首要目标
是“重振”。

在施恩天主教的讲道中说，今年的主题与耶稣命令
我们做的一致——祈祷、守斋和参与施舍（行善）。

主教说，“我们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以及主题所要
表达的意义，是相辅相成的。我们重振、更新和重建
的方式并非纯粹基于人类的努力。它涉及并包括祈
祷、守斋和施舍（这需要天主的参与及干预。）这是
我们重振、更新和重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
的社区、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国家的方式。”

 主教还引用了教宗方济各《2022年四旬期文告》
，文告主题取自圣保禄宗徒致《迦拉达书》6章9至
10节，即“我们行善不要厌倦，如果不松懈，到了
适当的时节，必可收获。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
向众人行善”。主教敦促说，圣保罗鼓励信徒不要厌
倦行善，因为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收获好处。他还
谈到了教宗说我们永远不应该厌倦的几个方面——永
远不会厌倦祈祷，永远不会厌倦请求宽恕，永远不会
厌倦将邪恶从我们的生活中铲除，永远不会厌倦对我

们的邻居、为近人行善，给于关怀及探访。
然而，施恩天主教丝毫没有回避近两年来的艰难历

程，主教承认许多人确实在身体、思想、灵修或情感
上感到疲倦。

他说，“但我想告诉耶稣和教宗，我们有些人累
了。我们有些人筋疲力尽，有些人疲惫不堪，有些人
正在从疾病中恢复，有些人感到沮丧，有些人愤怒、
孤独、害怕。看看发生了什么。战争、流行病、政治
不稳定、自然灾害。混乱、不确定、分裂，甚至可能
是信仰危机。”

但随后，他引用了玛窦福音11章28-30节，耶稣向
人招手并叫所有疲倦的人来到祂面前，这样祂就可
以让他们休息。对此，主教添加了更多令人欣慰的信
息。他说，“如果你累了，失去了以任何形式行善的
动力，请信靠圣神行动，而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然
后我会说休息。我们这些仍然有能量的人，我们将通
过祈祷、守斋和施舍来重振、更新和重建。我们将作
为基督的肢体一起做这件事。如果您因任何原因无法
完成，我们将为您和您一起完成。当你休息时，你并
不孤单。当你康复时，你可以支持你的兄弟们。”

四旬期运动的启动始于主教的录音讲话，讲述了在
度过动荡时期后共同前进的重要性。主教的演讲还谈
到了照顾生命和受造物及保护地球母亲的必要性。

之后，由30多名 CEC青年组成的爱心小队，为主
教会议和四旬期运动主题曲制作了动画，名为《在一
起》。主教随后启动了拥有四旬期运动资源的明爱
网站，并向槟城教区明爱代表赠送了一张145,000令
吉的模拟支票，后者将把支票分发给教区的29个堂
区，以支持他们的四旬期运动。这145,000令吉是来
自一项特别基金，每个堂区将获得5,000令吉，以促
进和支持他们在四旬期运动中，为社会福利和人类整
体发展方面的开销。

若 要 了 解 更 多 有 关 槟 城 教 区 四 旬 期 运 动 资 源
和倡议的信息，可以游览槟城明爱网站  http://
caritaspenang.com， 

槟城教区-四旬期《我们共同更新、重建》

新福传学院2022堂区领袖蜕变培训

三马拉汉砂拉越心脏专科中心
设立天主教圣心小圣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