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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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区主教任命的教区负
责人(或一个小组)在2021年10月27日与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汶莱天主教主教团
（CBCMSB）主教会议的区域协调员会
面，并提出了各教区在承担世界主教代表
会议的咨询工作进程中的观点是一个喜忧
参半的开始。
虽然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的地方教会以
各种形式的集会和参与，以研究具体问题
并向教宗提供建议，以实现大公会议的决
议,并继续加强世界主教团与教宗间的关
系。这次教宗方济各明确地呼吁天主子
民，普世教会所有教区与堂区共同响应，“
以共融、参与及使命来体现共议性的教
会”。这是一种新方式，带给天主子民全
新的召叫，充满新鲜感和皈依的呼召。一
些教区已经很好地参与了他们的咨询过
程；有一些教区才刚刚开始。各自的负责
团队都在参与过程中学习。

教区负责人
以下是十一个教区，被任命去承担世界主
教代表会议的咨询工作进程的教区负责
人：
1. Mr James Chua - 汶莱监牧区
2. Mr Anthony Lim - 亚庇总教区
3. Sr Evelyn Tivit - 根地咬教区
4. Fr. David Garaman - 山打根教区
5. Fr Patrick Heng - 古晋总教区
6. Fr Ivan Fang - 诗巫教区
7. Fr Andy Lee - 美里教区
8. Ms Rita Krishnan - 吉隆坡总教区
9. Fr Moses Rayappan - 甲柔教区
10. Fr Jude Miranda - 槟城教区
11. Fr Valerian Cheong - 新加坡总教区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咨询工作进程的要
点和面临的挑战
 每个教区都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启动
了弥撒揭幕礼。
 各教区积极成立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
协调团队和促进小组。
 所有关于世界主教会议的信息/资料
也在各教区内相互交流、沟通。
 资料也已经翻译成各个语言或是方
言。 
 有创意的运用视频片段、儿童动画。
 CBCMSB已发出各主要语言的牧函；
主教团主席谈世界主教会议的视频； 以
及一个专门介绍来自十一个教区和罗马
的主教会议新闻的网页：https://cbcmsb.
org/synod-of-bishops-2023/
 大会将在2022年1月的会议上专门讨
论初步调查结果并确定前进的方向。
 在最终确定报告之前，建议于2022年7
月15日进行区域在线咨询。

面临的挑战
 地理环境——那些散布在偏远地区
的天主教教徒，特别是居住在婆罗洲东马
一带的。
 多样性——除了不同民族和语言之
外，还有城乡差距、数局化程度与互联网
接连、教育水平等。
 天主教文化——一些天主教教徒的
传统文化，教徒习惯于等待堂区神父的指
示或冥顽不灵的神职人员，不把问题提供
或是分享出来。
 流程——一些教区或是堂区可能过
于简单地将调查问卷的问题简化。随着日
期的延长，鼓励每个人深入和扩大会议的
探讨过程。调查结果还可以反馈给人们，
用于随后的堂区集会或学习日，以反思地
方和国家问题，并辨别圣神对教会所说的
话。

一些注意事项
从会议的报告和对话中，可以提供一些关
注点，帮助每个教区/堂区在主教会议进
程中能够顺利的进行：
o 教理讲授——在主教会议过程中，天主
的子民需要更多的参与教理讲授和鼓励
并积极参与聆听圣神的话。
o 伸出援手——帮助并接触原住民、移
民、偏远社区、摇篮教友和其他特殊群
体，包括基督徒和其他信仰者，倾听他们
的声音至关重要。这在与主教会议秘书处
的会议期间得到进一步证实。
o 促进——教会的基信团体（BEC）的负
责人或是协调员、要理员、传教士、平信徒
可以在这个外展和倾听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
o 时间——随着时间的延长，一些完成程
序并提前报告的教区，他们在2月至8月的

时间里做了什么？他们可以继续：
o 深入和扩大主教会议进程——通过进
一步研究周边地区的个人和团体；鼓励创
造力和激发各种群体的活力；重温主题；
等等。
o 堂区可以有一个学习日——反思通过主
教会议过程收集的数据，看看他们可以为
他们的年度教牧计划带来什么。
o 反思共同的社会/国家问题——根据当
地主教会议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一起聆
听圣神。 
o  反馈——延期为更广泛的磋商提供了
时间，并向被磋商者和人民提供反馈。一
起感受圣神对教区所说的话和启发。
o 流程的创造性和完整性——大会秘书处
鼓励创造性和资料的采用，Vademecum 
也邀请我们注意流程和经验的完整性。
o 教区负责人和各教区的责任——
Vademecum 第 4.1 条说，如果主教会议
体验的核心是通过彼此倾听来聆听天主，
那么指定的教区负责人的首要责任是引
导和激励主教会议进程的教区阶段是确
保尽可能广泛的参与。“我们必须向外接

触，接触那些离开教会的人，那些很少或
从未实践过信仰的人，那些经历贫困或边
缘化的人，难民，被排斥的人，没有发言权
的人等等。
o 对话的意义——因此，“不能准确和丰
富地代表人们体验的肤浅或脚本输入将
没有帮助，也不能表达体验的全方位和多
样性。”与 Synod Method Team 成员核
实后，他们确实鼓励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
进行对话。他们要求教区超越快速调查
或“完成报告”，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制定
问卷时需要注意这一点。
o 传播——我们如何公开传播主教会议
的好消息并在内部和外部进行推广？它需
要各部门之间的反思、规划和合作。
o 协调员要求所有教区负责人在各自教
区、堂区的Facebook 或网站上发布会议
的更新（图片、工具、视频剪辑、创意图像
等）。然后将与已在会议网站上建立单独
页面的会议共享这些链接。然后将其摘录
转发给会议秘书处。
o 月度检讨——教区负责人同意提交一份
简短的月度检讨，然后可用于发送月度概
要和附加链接供公众阅读。

地方阶段的新时间表
地方阶段呈交世界主教会议的时间从
2022年4月延长至8月中旬。 以下是拟议
的工作时间表：
1. 教区应在2022年6月1日而不是2022年2
月28日之前向国家协调员/会议秘书处提
交报告。
2. 会议秘书处（与一些选定的教区代表）
将在6月将所有报告合并为区域报告，并
将报告发送给所有参加区域活动的主教、
负责人和教区代表。
3. 线上区域活动 - 2022年7月15日
4. 庆典——有待确认
5. 2022年8月8日至13日的主教团会议将是
倾听和辨别。
6. 会议秘书处将于2022年8月15日前向罗
马提交最终报告。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汶莱的主教会议进程

天主圣神，我们因祢的名，相聚祢台前。
祢是我们的唯一导师，请寓居我们心中；
指引我们该走之路，教导我们如何践行。
我们生性软弱，容易犯罪；不要让我们制造纷乱。
不要让我们因无知而误入歧途，因偏执而犯错。
愿我们在祢内合而为一，持守真理，
实践正义，同道偕行，迈向永生。
天主圣神，我们向祢呈奉以上的祈求：祢时时处处运行不息；
祢与圣父及圣子，共融相通，于无穷世之世。阿们。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祈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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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HlP5aUrU0FlqnvihNOlk/
edit?usp=sharing

美里教区问卷（一）世界主教代表会议2023  
https://bit.ly/cnsyn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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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达12：1-3；希10：11-14；谷13：24-
32）

主内的兄弟姐妹：

这主日是礼仪年倒数第二个主日。教会
以稳健的步伐迈向礼仪年的年关，公然
地庆祝「终末的救恩」。基督信仰和希望
的核心在於肯定人生有个终点，肯定一
切受造物都朝向这个终点前进。「终点」
在此不是一个悲观和忧伤的情境；它绝
非毁灭，而是目的，是救恩历史的目的。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陪同我们一起
走向终点，为我们完整地实现救恩历史
的目的；祂将把我们从时间狭隘的局限
中救出，引领我们进入无止境的永恒，
真福的永泉。
教会在礼仪中邀请我们从终极的角度观
看一切事物。在世界穷尽的时日，天摇
地动，日色无光，人心惶惶，但我们要以
信德肯定天主的一切受造物都将在圣神
内焕然一新。耶稣说：「在那些日子里，
在那灾难以後，太阳将要昏暗，月亮不
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落，天上的万
象也要动摇」（谷十三24-25）。耶稣所
描述的种种预象，重点并不在於向我们
说明末日令人惊骇的情节，而在於告知
我们如何准备末日的到来。那时候，到
目前为止忠实供人们参照和定断方向和
时间的天象定点，已不复存在；到目前为
止让人们藉以生活的自然秩序，也不再
靠得住。这不是说，世界将回复到它原
本「混沌空虚、一团黑暗」杂乱无章的境
况（创一2），而是说「一个新天新地」即
将到来（默廿一1）。因此，耶稣接着又
说：「那时候，人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大威
能和光荣乘云降来，祂要由四方，从地
极直到天边，聚集祂的选民」（谷十三
26-27）。耶稣基督再次来临是为了以全
新的方式亲自与人们同在，作他们的天
主。「祂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
以後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没
有哀号，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过
去了」（默廿一3-4）。祂还要宣布说：「
看，我已更新了一切」（5节）。
那个全新的世界何时来到，或者以怎样
的形式来到没人知道（谷十三32），其实
我们也不必知道：它或许犹如种子发芽
成长那样，静悄悄地来到，又或许在风
火雷电中，以万钧之势来到。这景象的
描绘总不该误导我们，或令我们害怕。

我们只需知道它必定要来，以完全信赖
天主之心等待它的到来，并且热切地呼
求道：「阿们！主耶稣，祢来罢！」（默廿
二20）。我们只需抱持希望，辨识时代的
徵兆，谨慎警觉，坚信耶稣的保证：那日
子的到来绝对是福不是祸，是「天主子
耶稣基督福音」（谷一1）的终极实现。
事实上，这主日的福音是耶稣最初宣讲
的总结。当时，耶稣开始宣讲说：「时期
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
福音罢！」（谷一15）。现在耶稣给我们
综述「末日」、「上主的日子」，勉励我们
要醒寤，细心观察和分辨，做好准备迎
接祂；因为祂很快就要再来，「人子已经
近在门口了」（谷十三29）。我们要悔改，
积极期待主耶稣的再次来临。「悔改」
（metanoeite）的希腊文原意不只是改
过迁善，更是拓宽心胸，以终极恢宏的

视野，也就是从永恒救恩的观点来看待
一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取心灵上
真正的自由，看清什麽才是生命中真正
重要和久存的事物。
这主日取自《达尼尔书》的第一篇读经
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反省「终末的救
恩」。它采用默示录文学体裁给我们讲
述人在末日的处境。默示录文体强调天
主的审判，以及那肯定会随之而来的救
恩。默示录的作者惯於将他们所要传
达的讯息放在过去一些人物的口中，好
能隔着一段时间的距离来省思他们当时
的世代。他们似乎把将来要发生的事件
「预先宣报」出来，但这些「将来要发
生的事件」其实往往都是刚发生过的真
实历史，尤其是在苦难中的历史。这一
手法使他们能在同一部撰述中，将过去
与未来连结在一起：过去的事件已然发

生，他们可以加以解释；未来是天主的
计划，他们可以确定地宣布其结局。默
示录文体在宣布天主审判和希望的讯息
中，没有先知书的那些紧急呼吁。它们乾
脆把天主的宣布，说成是藉着神视或由
天使直接给人启示的智慧。这智慧教人
明辨天主的救恩计划；人的生活必须与
这计划相配合，并以具体的方式把它活
现出来。
整部旧约圣经，只有在这本公元前第二
世纪的《达尼尔书》中才开始出现死人
复活的信仰观念：「许多长眠於尘土中
的人，都要醒起来：有的要入於永生，有
的要永远蒙羞受辱」（达十二2）。这个复
活的信仰是天主在人实际的苦难中给予
人的新启示：它摆脱了旧约传统中传宗
接代那种团体性质的永生观，进入到个
人的永生观；它强调人与天主个别的亲
密关系，所有对天主忠信到底的人都将
获得永生的恩赐。与《达尼尔书》同时代
的《玛加伯书》还有更明确的解说：「宇
宙的君王必要使我们这些为祂法律而殉
难的人复活，获得永生」（加下七9）；「
世界的创造者必仁慈地偿还你们灵魂和
生命，因为你们现在为爱护祂的法律舍
生致命」（加下七23）。
我们在《信经》中宣誓：「我信肉身的复
活；我信永恒的生命。」这个复活的信仰
一方面就是基於这些旧约的启示，另一
方面当然是藉着耶稣基督在新约中更圆
满的启示，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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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十一25-26）。复活的信仰是一种生活的
力量。因着复活的信仰，人即使不得不
遭受痛苦的迫害，他仍然可以勇敢地、
真诚地活出生命；他不能因为眷恋世上
的长寿，而苟且偷安。复活的信仰叫人
认清，真正的生命、真正的安全，只有
在天主那里可以找到，只有藉着耶稣基
督，我们的大司祭一次成全的奉献而获
得（希十14）。
人生世上无非就是要到达真正且永恒的
生命，那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目的。因
此，让我们诚心感谢天主以复活的信仰
光照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仔细聆听耶
稣，定睛细看耶稣，紧紧跟随耶稣走向「
终末的救恩」。让我们坚持信德，相信风
雨过後必会天晴，困苦迫害过後必有救
恩，而且是永生的救恩！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2013年晋铎， 当年就被派遣到台湾团
体，六个月后就接任了本堂的任务。二
年后也就是2015年教宗方济各带领整
个圣教会，全球性的打开圣门，宣布教
会的慈悲禧年。我有幸的到梵蒂冈参
加“慈悲传教士”的派遣，也在这段时
间，找到了机会，做了个人的自由行，这
自由行，目的有二：一，就是想测量梵
蒂冈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大，所以，决
定围绕高墙，进行一趟墙外之旅；二，
听说一定不要放过是罗马四座「特级大
殿」（major basilica），其中一座就是
今天圣教会庆祝其奉献日的「拉特朗大
殿」（Lateran Basilica）。拉特朗大殿
的全名是「拉特朗至圣救主、圣若翰洗
者、圣若望圣史总殿」（Archbasil ica 
of the Most Holy Saviour and Sts. 
John the Baptist and the Evangelist 
in the Lateran）。
晋铎二年，在本堂的任务中，心中有好
多无法逾越的痛，那是对自己牧灵工作
的无助。当我在沿着高墙行走的时候，
心中的思绪把我带到了在菲律宾的求
学的日子，看到许许多多的高墙内的
修院。我心中在想，教会将世界隔离了

吗？还是教会深深的被世界给捆绑着？
我们该挣脱世界，但不是冷漠的在高墙
内。此时我更加明白，打开慈悲大门的
重要性。我深刻的感受到这份沉重的
心情，来自教宗的心情。
记得在第三天，拉特朗圣殿的圣门被打
开。我聆听着打开这圣门的，作为教宗
罗马主教的主教座堂，也是全球天主教
会的母堂的意义。是的，教会的母堂，
这天也是我们庆祝母堂的生日，生日，
不只是欢乐，而忘了母亲怀胎十月的母
难过程。拉特朗的生日，不要忘了主耶
稣对教会的期待，将福音传到地极，我
们任务还没完成；也别忘了，教会存在
的目的。这个圣殿的名字，让我们也别
忘了，当初以洗者若翰及圣史若望为名
的期待。洗者若翰应该做什么，他说应
该施行正义，关切贫困者的需求。教宗
方济各在慈悲禧年到此开圣门的时候
表示：“开启了我们心中的信任感，该
对教会的信任”，教会是“天主保护祂
的子民”的地方。 “在有权势者严重
滥用职权和施行暴力的历史性背景下，
天主让我们知道祂将亲自管理祂的子
民，而不会任由傲慢的当权者摆布他

们，天主将使祂的子民脱离一切痛苦”
。洗者若翰的死亡，教导依然借着这个
圣殿适用于今日的信徒。教宗说：“有
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受
过洗的人明白自己肩负着一项更为重
大的使命”，“因为对基督的信仰把我
们带上了一条持续一生的道路，即慈悲
如同天父的道路”。
教会不能失去天主至高的面容，就是祂
的慈悲！

圣史若望，提醒着我们，全世界的教
会，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圣若望是
宗徒中绝对称得上是完全用心神和真
理朝拜耶稣基督的那一位。在十字架
旁展现与基督不离不弃的关系，在空
坟中已经彰显了门徒中最默观的那一
位。
今天的生日，在大家的避静中，让我们
也用心神来庆祝。为教会祈祷，为教宗
祈祷，为所有牧者祈祷。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11.9. 常年期第三十二周星期二 

拉特朗大殿奉献日庆日  

终末的救恩
永生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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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基督徒是「
自由的人」，不沉迷于过往，不
受旧俗所禁锢。基督徒「满腔热
血」，抵抗那有时阻碍行善的「
倦怠感」。教宗方济各11月10日
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的公开接
见活动中指出，这是天主对我们
的期许。在当天的要理讲授中，
教宗针对《迦拉达人书》进行最
后一回讲解（参阅：迦六9-10
，18）。在这封书信里，圣保禄
宗徒「以福传者、神学家和牧者
的身份」发言，「为天主的静默
发声」。圣保禄的这席话有助于
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启示内蕴藏
的撼动人心的新意。

教宗首先省思了圣保禄宗徒的
勇敢直率，邀请所有信徒重获「
自由」。基督所说的自由不是「
解放」，而是极其美妙的事。「
保禄从未想过带有愤世嫉俗特色
的基督信仰。相反地，他捍卫基
督带来的自由，也就是基督藉著

受难而带来、至今仍感动人心的
自由。我们如果想想基督必须遭
受的苦难和孤独，更是大为感
动」。

外邦人的宗徒深知「自由这个
概念会带来的危险，而且他没有

小看其后果」。圣保禄勇敢坦率
地向信众重申，「自由既不等同
于解放，也不会导致任何形式的
自负自满」。这个观点能阻止我
们再次沦为罪过的奴隶。然而，
走回头路的诱惑始终存在。

说到这里，教宗把既定的讲稿
放下，对信众说：「圣经里有关
基督徒的定义阐明，我们基督徒
不是一群走回头路的人。这是个
美好的定义。而诱惑即在于走回
头路、以求更大的安全感。在这
种情况下，只会回归律法，忽略
圣神的新生命。」因此，保禄教
导我们，「真正的法律在耶稣所
赐的圣神的这个生命中得到满
全」。圣神的生命只能在自由中
活出：基督徒的自由是极为美好
的事。

每个基督徒的心中都会萌生双
重态度。一方面「满腔热血」：
「我们感觉被催促著立刻走上自
由的道路，跟著圣神前行」；另
一方面，「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局
限，因为我们每天亲身体验到顺
从圣神、跟随祂的良善行动有多
么疲惫」。「疲倦厌烦的感受会
扼杀热忱」。

圣奥斯定在建议我们如何应对
这情况时，提到了福音中门徒与
基督在船上经历暴风雨的事迹。
教宗问道：门徒们怎么做？他们
叫醒基督。我们在困境中也该这
么做。「你经历暴风雨时，要叫
醒沉睡的基督；而祂始终临在。
在艰难时刻，我们唯一能做的是
叫醒在我们内的基督，祂如同在
船上那样熟睡。这正是当做的

事。我们必须唤醒在我们心里的
基督，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以祂
的目光默观一切，因为祂的视
野远超过暴风雨。通过祂平静的
目光，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看不
到、而且根本意想不到的景象」
。

在这条「费劲却迷人」的道路
上，圣保禄期勉我们不要厌倦
行善。教宗强调，「我们必须相
信，圣神必定在我们的软弱中给
予援助，恩赐我们所需的支持」
。因此，「我们要学习更常呼求
圣神」。那么，我们该如何呼求
圣神呢？教宗表明，「对圣神的
祈祷发自肺腑，必须从你的内心
中涌出。你必须在艰难时刻说：
『圣神，求祢降临！』关键词
是：降临。但你必须用自己的语
言、自己的话说出」。

呼求圣神的祷词以「降临」为
核心，正如耶稣升天后，圣母
玛利亚与众门徒在晚餐厅中恳求
说：「圣神，求祢降临。」教宗
重申，「经常这样祈祷，必会对
我们有所助益」，因为藉著圣神
的临在，「我们守护自由。我们
将是自由的人、自由的基督徒，
不沉迷于过往，不被旧俗所禁
锢。基督徒的自由使我们日益成
熟」，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
。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
各11月6日周六在梵蒂冈保
禄六世大厅接见了「寻回」
（Retrouvaille）协会成员。
这个以天主教信仰为本的团
体于1977年在加拿大魁北克成
立，秉持著基督信仰价值观帮
助夫妻以新的方法度过婚姻难
关；后来，这个新型的治愈使
命广传于世界各地。该协会的
宗旨阐明，每个婚姻「都值得
拥有存活和治愈的机会，带著
生命与爱的盟约的尊严欣欣向
荣」。在这个协会里，夫妻分
享各自经历，以及他们如何克
服挑战。这是改善夫妻沟通的
可行方法，有助于重新发现他
们对彼此的爱，从而巩固婚姻
关系。
面对在场的协会成员，教宗首
先阐述了「危机」一词的涵
义。教宗强调，我们不要害怕
危机，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学习

并成长，尤其是避免引发冲
突，导致心灵封闭。尽管生活
中的危机令我们感到不愉快，
但是它有望好转；旁人如果能
伸出援手，危机更能有所改
善。
接著，教宗提到危机制造的「
伤痕」。「寻回」协会成员对
此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帮助了
很多受伤的夫妻迈向治愈。这
正是他们的恩典：亲身受过伤
害并走出危机，从而能以过来
人的身份分享自身经历，为今
天身处困境的其他夫妻提供服
务。
此时此刻迫切需要这些夫妻作
出见证，让人看到危机并非诅
咒，而是人生旅途的一部分，
危机乃是转机。再者，为了使
之「可信」，必须由亲身经历
的人作出见证。空泛的理论或
善意的呼吁可信度低，唯有「
生活的见证」能使人信服。教

宗说：「你们曾经陷入危机，
饱受伤痛，但是感谢天主，通
过你们弟兄姊妹的协助，你们
得到治愈。现在你们分享这份
经验，以服务其他的人。」
教宗提出的另一个关键词是
「陪伴」。这固然是司铎牧
职的一部分，但也需要夫妻
活泼地参与其中，亲近团体
内的其他夫妻。教宗赞许他
们的工作源自于基层，正如
圣神在教会中推动新的拓
展，以回应新的需求那样。
在帮助许多困境夫妻时，
陪伴是首要之务。这需要时
间、耐心、尊重和乐于助人
的精神，这些都是「寻回」
协会成员所擅长的。
教宗最后感谢在场众人的付
出，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教宗将他们所有人托付于童
贞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的
护佑。

教宗赞许教会团体协助夫妻度过难关

（梵蒂冈新闻网）在考验和困苦
中“学习期待上主的艺术很重
要。顺从和满怀信赖地等待祂”
。教宗方济各11月4日上午在圣
伯多禄大殿主持追思弥撒，纪念
在过去的一年中去世的枢机和主
教们，在弥撒讲道中强调了上述
思想。教宗提到，在这些亡者中
有的“死于新冠肺炎，艰难的处
境加重了他们的痛苦”。
教宗对信赖天主进行了省思，指
出为增进这种信赖就需要“一个
长期的内心转变，通过苦难的磨
练，以致懂得在静默中等待”，
怀有信赖的耐心和温顺的心境。
教宗说，“我们就该这样准备生
命中最后，也是最大的考验，即
死亡。但在此之前还有些许一时
的考验，有我们现时的十字架。
我们为此恳求上主赐予知道在那
里等待的恩宠，祂正是在那里施

展救援”。
教宗告诫道，我们每个人需要在
这方面走向成熟。“在生命中的
困难和问题面前，难以有耐心及
保持平静。恼怒蔓延开来，而且
常常沮丧。如此一来，会受到悲
观和认命的强烈诱惑，看一切都
是阴暗面，习惯使用气馁和抱怨
的语气”。甚至“过去的美好回
忆都无法抚慰我们，因为苦恼使
心神停留在困苦时刻”，于是苦
涩便增长，人生好似一连串的灾
难。
“然而，上主在此时却做出一个
转折点。正是在这一刻，尽管我
们继续与祂交谈，却似乎触到了
底部。在深渊中，在看不到意义
的苦闷中，天主走近我们，施与
救援：就是在那个时刻。当痛苦
达到顶峰时，希望却意想不到地
再次展现出来。”

此外，教宗还解释说，在极度的
痛苦中，与上主亲密契合的人会
看到痛苦伸展开来。天主将痛苦
转变为一扇门，人的希望则通过
它进入。教宗强调，如果幸运常
使人盲目、肤浅和骄傲，那么这
个在信德中经过考验的过程“会
使我们重生，使我们感到与过往
不同，尽管它艰难和令人悲伤”
。因为考验令人焕然一新，“让
许多渣滓落下，教导人越过黑暗
而看向远处，亲身感受上主的真
正救援和祂的大能”。
教宗补充道，上主“改变一切，
甚至是死亡”。如果痛苦仍是一
个奥秘，正是在这个奥秘中，
能“以新的方式发现天主慈父
的爱，祂藉著磨练来探访我们”
，因为在痛苦中，天主陪伴我
们，“就像一个父亲，让儿子健
康成长，在困难中守在他身旁，

而不是取代他”。因此，“面对
蒙受救赎的死亡的奥秘”，我们
需要祈求“以不同的眼光看待逆
境的恩典”。
“我们要祈求获得力量，知道在
逆境中温顺和信赖地静待上主的
救援，不抱怨、不发牢骚、不让
自己陷于悲伤。那看似祸患的事
将显示一份恩宠，是天主爱我
们的新明证。要懂得在静默中等
待，不闲谈。静待上主的救援是
一门艺术，这就是走上了成圣的
道路。我们要培养这门艺术。”

教宗接著指出，等待天主的艺术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更为宝
贵，需要“每个人以自己的生命
来见证信仰，温顺和心怀希望地
等待”。教宗并强调，“基督徒
不低估痛苦的严重性”，在考验
中“仰望上主”，对祂怀有依恃
之心，也为受苦的人祈祷，“举
目望天，双手却总是伸向大地，
以便具体地为近人服务”。最
后，教宗方济各将思念再次转向
过去一年去世的枢机和主教们，
愿他们感受到天国的喜乐。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1月7日
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三钟经
祈祷活动。念经前，他省思当天福音的
内容说，“富有的人都拿他们多余的来
奉献，以给其他人看，但这穷寡妇不动
声色地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出来”。
教宗解释道，耶稣由此教导我们提高警
觉“注视”：我们应谨防“在信仰生活
中口是心非的人，比如那些经师”，为
的是“不变成他们那样”；我们应当“
注视”那位寡妇，以她为榜样。
教宗说，“那些经师以天主的名义掩盖
自己的虚荣”，更糟糕的是，他们利用
宗教假公济私，滥用他们的权柄且剥削
贫困者。教宗提醒道，“永远不要”利
用自己的地位来压倒他人，永远不要在
最弱者身上谋取私利。我们要警醒，以
免跌入虚荣的陷阱，执著于外表、肤浅
度日。“让我们扪心自问，这能帮助我
们：在我们的言行中，我们希望得到赞
赏和满足，或者是希望为天主和他人，
尤其是最弱小者服务？我们要警惕心中
的虚假和虚伪，这是心灵上的一种危险
的疾病”。
为治愈这心灵疾病，教宗建议的治疗方
法与耶稣的邀请一样，祂邀请我们“注

视那穷寡妇”：一方面，穷寡妇为了奉
献，必定回家时连仅剩的生活费都没
了，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圣洁与金钱脱
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穷寡妇把
所有的一切都投入银库的举动，本身就
值得称赞。她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却在
天主内找到一切”。
关于这穷寡妇的形象，教宗表示，“耶
稣称赞这寡妇是信德的典范：她祈祷并
不是给他人看、她没有炫耀信仰，而是
真心诚意、慷慨大方、白白给予”。
教宗在描述这位穷寡妇的举动时指
出，“她为数不多的钱币，比富人的
大额奉献来得更加声音动人，因为它
们表达了真诚奉献给天主的生活，一
份不靠外表，而是靠无条件信任的信
德”。最后，教宗敦促信众向这穷寡
妇学习“没有外在虚饰、只有内心真
诚的信德”；这真诚由“对天主和弟
兄姐妹的谦逊之爱而来”。
诵念三钟经后，教宗说，他为非洲之
角，尤其是埃塞俄比亚的情况表示担
忧。那里持续一年多的冲突正导致严
重人道危机和许多受害者。教宗吁请
众人共同祈祷并发出呼吁，让对话得
胜

教宗主持追思弥撒：在生命的考验中，
接近天主的人看到希望

教宗三钟经：奉献一切的人找到天主 

教宗公开接见：自由不同于解放，

真自由是不厌倦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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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今年的世界穷
人日于11月14日举行，教宗方济
各的第5届世界穷人日文告，主
题为“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
起”（谷十四7）。教宗解释这
个主题的含义，阐明“基督徒若
想看到耶稣，用手触摸祂，知道
该转向哪里：穷人是基督的具体
标记，他们代表基督，让人见到
祂的面容”。

教宗提到，犹达斯批评那个女
人将一瓶非常珍贵的香液倒在
耶稣头上，说那香液值300多块
银钱，本可施舍给穷人。圣史若
望评论道，“他说这话，并不是
因为他关心穷人，只因为他是个
贼，掌管钱囊，常偷取其中所存
放的”（参阅：若十二1-6）。
教宗强调，“那些没认出穷人的

人出卖了耶稣的教导，不能做祂
的门徒”。穷人是“教会旅程的
中心”。

教宗指出，今天的疫情灾难使
穷人进一步增加，需要找到“
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来对抗世界
范围的病毒，而非只顾部分人的
利益。尤其是急需作出具体的
回应”，以促进人道主义的计划
帮助“那些失业者，许多家庭的
父亲、妇女和青年受到沉重的打
击”。

教宗告诫，不幸的是，“个人
主义的生活方式成了制造贫穷的
帮凶，经常把贫穷状况的所有责
任推给穷人。但贫穷不是命运的
结果，而是自私的后果”。“如
果穷人被边缘化，就好似是他们
自己造成的，那么民主本身的概

念就陷入危机了，各种社会政策
就会失败”。

教宗继续表示，我们该当谦卑
地承认，在穷人面前“我们经常
无能为力，我们抽象地谈论他
们，停留在数据统计上，认为拍
一些纪录片就能打动人心。相
反，贫穷该当激起一种有创造性
的计划”。

教宗表明，耶稣说“你们常有
穷人同你们在一起”，这是在邀
请人们“绝不可错过行善的时
机”。这不是“通过一些施舍来
减轻我们良心的责任，而是对抗
用以看待穷人的冷漠和不义的文
化”。施舍是偶然性的，分享则
是持久行为。前者会令施予者自
鸣得意，令接受者感到羞辱；后
者则加强团结互助，为伸张正义

创造必要的条件。
许多圣人和圣女与穷人分享

了“他们的生命计划”，教宗提
到痲疯病人的使徒达米盎神父，
他“极慷概地回应召叫，前往只
有痲疯病人才能进入的莫洛凯
岛，与他们生死与共”。在疫情
时期，这个见证“非常合乎时
宜”，天主的恩宠“在许多默默
无闻者的心中运作，他们以实际
的分享为最贫穷的人鞠躬尽瘁”
。

教宗提到《福音的喜乐》劝谕
的思想，指出对一种将特权领域
的利益放在中心的经济系统而
言，穷人实际上“成了不能容忍
的包袱”。这种“忽视或筛选道
德原则的市场创造了不人道的条
件，打击到已经处在不稳定状况

的人”。“不择手段的经济和
金融参与者总是会制造新的贫
困和排斥的陷阱，缺乏人道主
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对基督徒而言，在“耶稣、穷
人和福音宣讲”之间存在“密
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
天主所启示的是穷人之父和亲
近穷人的面容。耶稣的全部
作为表明，贫穷不是厄运的结
果，而是祂临在于我们当中的
具体标记”。寻找基督并非“
我们愿意何时及何处寻找祂，
而是在穷人的生活中认出祂
来，他们受苦受穷，有时被迫
处于不人道的环境”。

最 后 ， 教 宗 引 用 马 佐 拉 里
（Primo Mazzolari）神父于
1949年在《时下》期刊发表的
一段文字结束这篇世界穷人日
文告。神父写道：“我想请求
你们不要问我，是否有穷人，
谁是穷人及有多少人，因为我
担心这样的问题会分散注意
力，或成了避开良知和内心确
切表明的借口。我从不计算有
多少穷人，因为无法计算：穷
人需要的是拥抱，而非计算数
字。”

（峇冬丁宜讯）峇冬丁宜圣母
圣名堂，在31/10/2021为12位学
生领坚振圣事。这是一场迟了一
年半的圣事。原本应该是最2020
年6月领的圣事，因着疫情的关
系，一直等到现在才进行。
我们的雷神父得到主教的授权，
让我们可以自行安排时间，尽快
的为这12位学生领坚振圣事。所
以这是第一次，坚振圣事是以华
语进行的，并且是戴着口罩进行
的。虽然等待了这么久，学生们
还是充满热忱的迎领此圣事。请
大家看看老师和学生的感言。
感谢天主终于等到圣堂开放，你
们也顺利领受坚振圣事啦！这疫
情真的扰乱了一切，也迫使我们
放慢了脚步。我相信在主的时
间里做祂喜悦的事，那是最圓滿
的。看到你们的感言，我很感
动，因为只有经历了圣神才能如
此的以信心宣告，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愿意一生跟随，做门
徒，负起使命，宣传福音，做
耶穌的见证人。仁慈信实的天
主与我们同在，赐予我们足夠的
恩宠，通过祈祷，圣事，团体生
活让我们继续得到滋养，力量，
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活出天
主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让我
们一起努力哦！天父的爱祝福大
家，耶穌的恩宠，圣神的恩赐常
与大家同在。阿们！
思思老师

真的感谢赞美主特别的安排让这
一班已经准备好了很久，渴望到
口水也流干的坚振生终于可以接
受这迟来的坚振。看着一个一个
坚振生往前领受坚振圣事时，我
心里充满激动的感觉。感受到圣
神的临在，圣神的运行把坚振生
充满！当看见神父把主的烙印印
在坚振额头上的时候，真的是太
美好了！孩子们的灵命得于滋
长，也是坚振生的另一个起步阶
段。真正成为天主的勇兵，勇于
为主做见证。阿们。再次感谢赞
美主！李菁老师

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延迟
了两年领受坚振圣事，但这并不
影响我们与天主圣神的亲密关
系，这两年来更是让我们有了许
多的时间去深入认识主的爱及仁
慈。我们领受了坚振正是确定了
我们与天主永远的关系，也是
我们身为一个天主教徒使命的开
始。郑恺旻

感谢天主让我在常年期第三十一
主日领受了坚振圣事，让我成为
了一个拥有坚定的信仰的青年教
友。本来我们应该要在去年时，
领受主赐给我们的礼物，也就是
恩宠。我们期待已久了终于主让
我们今年可以获得他要送给我们
的礼物，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今
年领受坚振圣事。次外我也感谢
老师一直的教导，让我更加地认

识祢，也让我能够接近祢。很多
人领完了坚振圣事，就觉得自己
自由了，可以不必再来教堂参与
弥撒。其实呢不是领完坚振就可
以不必来教堂参与弥撒，而是要
每次都来参与弥撒来更加地坚定
自己的信仰。在领受了坚振圣事
后，我决定要永远和天主在一起
和保持永久的父子关系。林湧竣

感到很荣幸能够领受坚振圣事。
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让我领悟到
到了很多有关于主耶稣的一切并
且更加坚信自己的信仰。我已确
定好与天主的关系，并且永远追
随祂。感恩～ 镓乐

经过多年的要理班，我总算领到
了渴望已久的坚振圣事。那天弥
撒中，神父对我们说，坚振是我
们信仰路程的开始。是的，坚
振圣事作为入门圣事之尾，就是
为了确我们的心意，并在领坚振
后，活出信仰有爱的生活，热爱
身边的所有人事物以及我们的主
天主。也希望在这段旅程中能够
体验到更多来至圣神的恩典以及
天主的爱。叶至培

感谢天主让能顺利领坚振, 感谢
天主的安排, 让我与天主更近一
步, 更加坚定的走向天主并领受
更多的恩宠, 更加认识天主, 充
满圣神。倪茗

领坚振后第一反应感到开心:)所
有之前不顺利的事自从坚振后
都事事如意。感谢圣神让我找
到自己的方向&目标，我相信圣
神的引领让我不再迷茫。我依
旧相信天主给的安排都是最好
的安排。阿肋路亚 。 蔡依淋

感谢天主让我们经历了那么长
的时间后依旧让我们顺利领受
坚振圣事，因为疫情的影响让
我们的坚振圣事延后了很多。
感谢天主的领引让我们有一个
明确的目标，让我们更接近天
主。邹宇颂

感谢天主让我在今年顺利的领
了坚振，更加的了解到天主的
爱，圣神也永远和我同在，我
感觉到做任何事情都有圣神的
帮助，感觉得到圣神的力量，
让我和天主更加的亲密 。 巫宇
航

（梵蒂冈新闻网）韩国天主教主
教团主席李永勋日前发出呼吁，
旨在让所有教区出版更多的盲文
圣经，并要求指派司铎来满足盲
人和视力残障者的特殊需求。《
天亚社》报道了这一消息。韩国
天主教盲人机构负责人金永泰神
父解释道，不同教区对盲文书籍
的需求很大。根据世界盲人联盟
的数据，韩国盲人和视力障碍者
约有25万人。在2018年，该国有
13所特殊教育机构。
韩国天主教学生协会与首尔国
立盲人学校在1973年为盲人出版
了天主教教理，而韩国天主教
盲人机构则在1979年成立。该国
主教团自2016年以来，赞助出版
盲文圣经、祈祷经书和歌曲文
本。
金永泰神父表示，韩国天主教
盲人机构收到越来越多的请
求，这也是要面对的不同的挑
战。比如，有人因事故成了视
力残障者，他们对音频内容比
对盲文书籍更感兴趣。神父认
为，需要出版更多的盲文和音
频的内容。目前，因新冠疫情
的缘故，推迟了出版和分发堂
区使用的盲文书籍。

仰光（亚洲新闻）-“每天我们都
会收到可怕的消息：人们被捕、
折磨、强奸、屠杀和活活烧死；
教堂、圣地、村庄和城市的房屋
被烧毁、轰炸；越来越多的流离
失所者被猎杀、逮捕、杀害.”比
阿特丽斯（Beatrice）修女是缅甸
赎罪女修会 380 多位修女之一，她
在国内外与缅甸的家人和人民分
享了自今年2月1日政变引发的冲突
的戏剧性。
他们的证词载于最新一期《世界
与使命 》（Mondo e Missione） 杂
志的一篇文章中，并将成为11月10
日星期三在米兰与亚洲新闻合作
宣传的题为“缅甸，一场被遗忘

的危机”的特别晚会的焦点晚上 
9 点在 Centro Pime（通过 Mosé 
Bianchi 94，在 AsiaNews 和 Centro 
Pime 的 YouTube 频道上直播）。
赎罪女修会于1859年由第一批宗
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之一卡路‧沙
拿里奥（ Carlo Salerio ）神父和
奥尔辛尼科（ M. Maria Carolina 
Orsenigo ）在米兰创立。自1895年
10月以来，他们首先出现在缅甸最
偏远的村庄，与当地居民——尤
其是妇女——分享旅程，这一旅
程一直持续到今天。
目前，缅甸16个教区中有13个有女
修道人，共有62个修道院，但近
几个月来有些已经关闭，以逃避

迫害和报复。结果，宗教人士在
各个领域开展的许多活动中的一
些被暂停：从牧民工作到乡村学
校，从仰光的老人之家到保健中
心，从接待孤儿到服务监狱和对
已经在该国某些地区（例如克钦
邦和掸邦）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的援助，现在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是，如果一方面某些活动不得
不关闭，另一方面，这种紧急情
况为许多修道院打开了大门，欢
迎逃离家园的人们，尤其是无法
逃到森林中的老人和病人。
这些修女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
音，让新闻、故事和戏剧的一闪
而过，否则这些新闻、故事和戏
剧就会被淹没在沉默的毯子下。
例如，该政权对人道主义援助抵

达受与民族民兵冲突影响最严重
的地区设置的障碍。
一名修女证实：“他们被封锁，
被扣押和烧毁，而不是分发给饥
饿的人。不幸的是，其他事实正
在发生对手无寸铁的人越来越残
酷。
这 就 是 诺 米 修 女 （ M o t h e r 
Noemi）的家人所经历的，尤
其是她和六个孩子逃进森林的姐
姐：“一个多月以来，我们一直
住在树下，食物几乎吃完了——
她姐姐告诉她经过漫长而令人担
忧的沉默-。我们经常听到轰炸
声，有一个晚上我们非常接近；
我们害怕被发现，所以我告诉我
丈夫和我的孩子们逃跑，否则我
们都会死。我是太害怕了，但我

假装坚强是为了爱我的孩子。”
除了被逮捕和虐待的神父、牧
者和宗教人士外，还有许多基
督徒被杀害，教堂和朝拜场所
被军队亵渎、摧毁或夺取。尤
金妮亚（Eugenia）修女说： “
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之前，我的
父母过去每天早上都参加弥撒
圣体礼仪，他们已经和神父一
起考虑为庆祝他们的 50 周年结
婚纪念日做准备，因为突然的
飞行发生了军队到来。他们四
处奔波，总是寻找新的地方来
保护自己免受轰炸，将孩子们
藏在植被中。他们带来了很少
的东西，甚至一些圣母雕像，
尽管贫困，他们从未停止祈
祷。”

峇冬丁宜圣母圣名堂
疫情中的坚振圣事

韩国教会呼吁为盲人
出版更多盲文书籍

赎罪女修会：“我们为缅甸流泪”

第5届世界穷人日文告：没认出穷人就会出卖耶稣；
施舍还不够，要伸张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