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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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智7：7-11；希4：12-13；谷10：17-30）

主内的兄弟姐妹：

有一天，有一个人跑来问耶稣，他该做什麽
才能承受永生（谷十17）。耶稣回答他说，
为能承受永生就该遵守天主的诫命（19节）
。那个人是个好人，从小就遵守了全部的诫
命，奉公守法，所以他一直都得到天主的降
福，生活也富裕。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了
他。因此，耶稣进而邀请他做个成全的人，
跟随耶稣把心完全放在天主那里（21节）。
那个富人所渴望的是承受永生，耶稣却召
叫他步趋成全。永生还不能称之为成全。
随後，耶稣向门徒们指明，人靠自己的力量
永远不可能达到成全。门徒们听了对成全
却心存误解，以为成全就是得救；於是他
们问道，那麽谁还能得救呢？门徒们提出
的是一个大问题。耶稣给他们的解释不但
没有答覆他们的问题，反而颠覆了他们的
信念，把他们从「宗教情愫」中唤醒过来，
叫他们进入「灵修」。耶稣向他们解释道：
人的成全不由人自己决定；人的成全是天
主对人的作为。「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却不
然；因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谷十
27）。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省思「宗教情愫」和「
灵修」的区别。这两者虽然相互关联，但它
们并不尽相同。虔诚的「宗教情愫」能为人
开启圣洁生活的幅度，但唯有天主自己能
够将人引入祂内，让人真正体认和体验到
圣洁的天主。对於「宗教情愫」和「灵修」
之分，细读《圣咏》第十五篇或许会有所助
益。这篇《圣咏》以问句开始：「上主，谁能
在祢的帐幕里居住？上主，谁能在祢的圣
山上安处？」在上主的帐幕里与上主一同居
住，在上主的圣山上与上主一同安处，就是
真实体验上主的「灵修」。《圣咏》接着悉

数进入「灵修」的门道，列举与上主同在的
生活指标。这些生活指标都概括在「宗教情
愫」里面：「行为正直，作事公平，从自己心
里说诚实话；不信口非议危害兄弟，更不会
对邻里恃势诋欺；对作恶犯罪的人睥睨，
对敬畏天主的人重视；宣誓虽损己，亦不作
废；从不放债贪取重利，从不受贿伤害无
罪；这样行事，永定不移」（咏十五2-5）。
简而言之，「宗教情愫」是进入「灵修」的
门道，但并不保证人能成功进入「灵修」。
《圣咏》第十五篇的问句乍看来很相似那
个富人向耶稣提出的询问，但它们的出发
点却有很大的差别。《圣咏》作者的问句是
诚心想要知道人如何才能与天主同在，他
唯一的心愿就是为了能够与天主同在，并
以此而心满意足。那个富人想要知道的却
是如何能承受「永生」，意思是找到长生不
死的方法；与天主同在、「跟随耶稣」并非
他的心之所愿。不过，奇妙的是，《圣咏》
作者提出的生活指标与那富人所遵循的诫
命却是完全一样的；那富人从小就遵守了
生活的诫命：「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
做假见证，不欺诈，常孝敬父母」（谷十19
）。这两个人都遵行同样的生活门道；但他
们的出发点有别，达到的目的也迥然不同。
《圣咏》作者满心欢喜地与上主同在，那富
人却因为不愿跟随上主耶稣而「面带愁容，
忧郁地走了」（谷十22）。这实在是「宗教
情愫」的吊诡。因此，门徒们不得不心存疑
惑：「这样，谁还能得救呢？」（26节）
「宗教情愫」的范例有很多，例如：参加不
同的信仰团体、培养不同的宗教文化、成为
各别宗教的信徒。由於这些「宗教情愫」常
存在着一些人为的规范和人的私慾，缺乏
让天主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因此并不
保证能引领人到达天主，甚至於会导致人
受困，令人感到厌烦，不再有新意。因此，
不少人在感受到「宗教情愫」之後，也向往
「灵修」；不过，他们不太理解何为「灵修」

，一如那个前来询问耶稣的富人那样，所
以只称之为「承受永生」，或者如门徒们那
样，所以只求得救。
那麽，「灵修」到底是什麽呢？我们知道「灵
修」确实存在，但它以什麽形式存在呢？只
有耶稣才最清楚。真正的「灵修」是无法被
规划的，真正的「灵修」其实只有一个，就
是「舍弃一切，而跟随耶稣」（谷十21，28-
30），让耶稣主导一切，让天主亲自帮助我
们全然温顺地接受圣神的引领：叫「瞎子
看见，瘸子行走，癞病人获得洁净，聋子听
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到喜讯」（玛十一
5；参阅：路七20）。由此可见，「灵修」不是
追寻个人的安逸或隐世修行，也不是抽象
的永生或得救的概念。「灵修」实际上就是
喜乐地「跟随耶稣」，与主同在、同行、同
住。
在这主日的第一篇读经中，这位《智慧书》
作者把「灵修」称为「智慧」。我们先前已说
过，「灵修」不由得人规划，《智慧书》作者
也说「智慧」是一份天主的恩赐，并不由人
掌控，只在祈求中才能获得。他自己说了：「
我知道，天主若不将智慧赐给我，我不会
获得她」（智八21）。那麽，他又怎样看待
他所获得的「智慧」呢？他把「智慧」看成
比什麽都宝贵，比什麽都重要。为了「智慧」
，他可以不要王权和王位，也可以不要荣华
和富贵。为了「智慧」，他甚至可以不要健
康和美丽。
从他获得「智慧」的过程来看，这「智慧」
实在就是天主的特质，是天主自己；因为没

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成为如此讨人喜爱的
对象。「智慧」也不是一个人可以据为己有
的东西，而是对无限可能的天主全心信赖
的行动。「智慧」不是一个静态的心旷神怡
的状态，而是积极地顺从天主的旨意。实际
上，「智慧」在此就是「灵修」。
在教会隐修传统发展开来後，尤其是在中
世纪，不少圣人们都在隐修刻苦的意义上
理解耶稣的召叫，舍弃了一切跟随耶稣，例
如：圣本笃、圣道明、圣方济各等等。我们
现代的人也受到隐修传统的影响，认为出
世苦修总要比入世生活更好。但是，耶稣自
己并不在旷野中生活，而是在城镇中生活。
在耶稣的时代，「跟随耶稣」指的就是做耶
稣的门徒，要求人选择耶稣超过世上任何
的财富，完全自由、且义无反顾地与耶稣一
起生活，一起从事天主的事业。这是一个需
要勇气和毅力的跟随，一个远远超越只遵
守法律的要求。这是一个邀请人放下柔软
舒适的生活，而选择坚强健壮的「灵修」。
我们现在知道了，「灵修」使我们成为跟随
耶稣的强者，使我们有勇气和毅力跟随耶
稣，甚至面对迫害；但我们也全然自知，我
们确实无法靠自己进入「灵修」。因此，让
我们谦卑地向天主祈求「智慧」，以信心把
自己完全地交托在天主的手中；让我们祈
求耶稣也定睛看我们，也喜爱我们，并仁
慈地赐给我们作出选择跟随耶稣的力量。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今天是玫瑰圣母节，这是非常经典的，
以玫瑰花来比喻生命。如果说小德兰
的小白花，用在小德兰的身上是真的神
来之笔；当然，圣母能以花中之后代表
她，这是当之无愧，又有谁愿意和她相
争呢？
小德兰领悟到，不是每个人都是玫瑰，
能让这世界美丽，动人，因为这世界还
有各自斗艳的的花朵，他们不互相摧
残，而是在这片土地上，以天主赐予的
样子活着，即使是毫不起眼的小白花，
没有了他们，这世界也少了一份优雅，
令人动心的生命力。
如果说玫瑰是花中之后，这玫瑰也是
恩宠之代表，意味着，圣母能得此殊
荣，领受了这个奇异恩典，也就是说，
她领受了人类中最高的，在地上和天上
的荣誉，玫瑰代表着花丛中的最高恩
典，也就是人的灵魂中所散发最纯净
的芬香，达至最高的恩宠，真福之境，
也就是被提升天的最佳状态。
娇艳，却不落入俗套；芬香却是如此的
单纯，清雅；是所有人的所爱；是新娘
的娇媚，在受伤的灵魂内，拥抱着能带
来丝丝的安慰！她不在万花丛中，自显
贵气，但她的温良总是不让人疼惜，她
的每一片容易受伤的花瓣。

圣母最令世人敬仰的是，她知道自己
已经不是自己，是天主所用的工具，是
每个人十字架上的恩宠。在天国里，却
也一次又一次的，片片被剥下的花瓣，
洒下人间，来自天上的花雨，安慰着众
人的灵魂。小德兰，大德兰就是在这恩
宠内，获得了灵魂的治愈。
这就是圣母在每个人心中的，如此珍
贵的原因。这珍贵的地位，却也让，没
有信德的人会拒绝她，魔鬼喜欢利用
她，让亲近她的人，忘记了耶稣；也借
着圣母的崇高地位，魔鬼也借此，分裂
教会。但是不论如何，如果我们因为圣
母如此被爱戴，而对圣母产生仇视，对
教会产生仇视，他们以为自己的信仰更
真实，更福音导向，而产生对其他人因
敬爱圣母所信的怀疑，而让自己也失去
了信仰的活泼，信仰的恩宠，这理智型
的信仰认识，在恩宠内常常成为了灵魂

成长的阻碍。
小德兰爱的花雨，那是圣母的恩宠，是
圣母爱的分享，所有天上圣人都同样
的，赢得了宠幸，也同时来自圣母的恩
宠。我们爱圣母，敬礼圣母，为了让恩
宠之母后，她的玫瑰花雨能继续让更多
人的灵魂，得到安慰！
她能做的，仅仅是对我们灵魂的安慰，
让孩子们亲近这位母亲，让教会给这
母亲这份恩宠的地位，这是天主的慈
悲。玫瑰花香，玫瑰花雨，奇迹都都是
来自主耶稣。我们如此爱圣母，你们却
以为我们忘了主耶稣，这是魔鬼进入了
谁的心？玫瑰花香，玫瑰花雨，该让我
更加的谦卑，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的
骄傲。
玫瑰圣母，每次在你散发在众弟兄姐
妹生命时，我感谢你带着子的祝福！ 

宗教情愫与灵修
喜乐地跟随耶稣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10.07 玫瑰圣母节
（Our Lady of Ro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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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基督解救了
我们，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所
以你们要站稳，不可再让奴隶的
轭束缚住你们。”（迦五1）这
是教宗方济各在10月6日周三公
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取自
保禄宗徒《迦拉达书》的思想作
为省思的主题，这一次论述的是
基督徒的自由。
教宗首先指出：“自由是一件珍
宝，人只有在失去它时才会确实
珍惜。对于我们习惯生活在自由
中的许多人而言，自由往往更是
一项获得的权利，而非需要守护
的恩典和遗产。围绕著自由的主
题有多少错误的理解，世世代代
以来又有多少不同的观点在相互
交锋啊！”
令保禄宗徒“无法容忍”的是，

迦拉达人认识基督并领受了洗
礼后，又“随从欺骗性提议的
吸引，从自由返回到受奴役的状
况”，因几个“假兄弟”的说词
而重新陷入律法主义的圈套。教
宗表示，“即使在今天，律法主
义也是我们的问题，许多以律法
主义和疑难解答为护身符的基督
徒的问题”。
“一种会阻挡在基督内自由的宣
讲绝不是福音的宣讲：它也许是
白拉奇主义或杨森主义，或类似
的东西，但不是福音的宣讲。
绝不能以耶稣之名来强迫别人，
不能以耶稣的名义让任何人成为
奴隶，因为耶稣使我们获得自
由。”
耶稣的圣言使我们成了自由的
人，保禄宗徒对迦拉达人的呼唤

是“存留在耶稣内”。教宗接著
表明，基督徒的自由建立在两大
支柱上，即上主的恩宠和基督给
我们揭示的真理，祂本身就是真
理。教宗说，我们众人获得的自
由是耶稣死而复活的果实。保禄
宗徒清楚知道，他自己获得了基
督的救赎，摆脱了过去的生活，
他又以亲身的经历说出：“我已
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迦二19）
教宗指出：“最真实的自由，那
摆脱罪恶奴役的自由是来自于基
督的十字架。正是在耶稣被钉死
的地方，天主放上使人类获得彻
底解放的泉源。这不断地令我们
惊奇：正是在我们被除去一切自
由的地方，即死亡，却成了自由
的泉源。然而，这是天主大爱的

奥迹！耶稣自己这样宣告说：‘
父爱我，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
为再取回它来。’（若十17）耶
稣将自己交付给死亡时，完全实
现了祂的自由；祂知道只有以这
种方式才能使众人获得生命。”
对基督徒而言，信仰的真理不是
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耶稣这个
人，这个事实关系到具体的生
活。教宗说：“多少人没有念过
书，也不会阅读和写字，却很明
白基督的讯息，具有使他们自由
的智慧，无需学习；这却是在领
受圣洗时藉著圣神而获得的基督
的智慧。我们看到有多少人，例
如有多少人比大神学家更能活出
基督的生活，他们是福音的自由
的伟大见证。”
教宗最后表示，真正的自由能转

变生命，将之引向善。为了成
为自由的人，我们必须深入认
识自己，而真理则会令我们急
切不安。“我们知道有些基督
徒从未感觉到急切不安，他们
的生活总是一样，内心没有波
动，没有不安。为什么？因为
不安于现状是圣神在我们内运
作的标记，自由则是藉著神圣
的恩宠处于活跃的状态”。
“因此，我要说的是，真理必
会让我们不安于现状，必会不
停地向我们发问，为使我们越
来越能进入我们真实样貌的深
处。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对真
理和自由的寻求乃是历经整个
一生的艰辛路程。保持自由是
件艰辛和费力的事，但并非做
不到。”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与
世界各大宗教领袖于10月5日在
梵蒂冈出席会议，主题为「宗教
与教育：迈向全球教育契约」。
圣座教育部的公告表示，与会者
「在友爱的谈话中讨论当今教育
的重大挑战」。
教宗方济各在讲话中重申了他于
2019年发出的呼吁，敦促所有教
育人员投身于对话，探讨「我们
此刻如何塑造我们地球的未来」
。为促成改变，教育进程的目标
必须是「培养新的普世团结精
神，建设更慷慨好客的社会」。
正因如此，教宗吁请扩大教育联
盟，以恢复各种关系，造就更友
爱的人性。

「如果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友
爱，我们就必须教导年轻世代去
接纳、欣赏并爱护每一个人」，
不论彼此之间的差异。教宗阐
明，教育的基础不仅必须是「认
识自己」的根本原则，还有其它
重要原则，即：认识弟兄姊妹、
认识受造界，以及认识超性的天
主，以教导生活中更伟大的奥
秘。「我们不能不告诉青年那赋
予生命意义的真理。」
谈到宗教与教育之间的密切关
系，教宗指出，「现在一如往
常，我们秉持著我们各大宗教传
统的智慧和人性，渴望激励更新
的教育活动，好能在我们世界里
增进普遍的手足情谊」。教宗注

意到，某些有害的实践方法有时
会扭曲宗教教育，包括不同宗教
之间的冲突，歧视少数群体，不
尊重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的
权益，以及容许糟蹋受造界。然
而，我们此时此刻承诺要和睦共
处、捍卫所有人的尊严与权益，
爱护并照料受造界的一切。
教宗强调，各大宗教传统向来
在教育上扮演主要角色，从教
人识字到高等教育。而今，「
我们渴望表明，我们各大宗教
传统重新肯定自身促进全人教
育的使命」，推广智力、双
手、心理和心灵并重的教育。
「一个人要能思考他的感受和
作为，要能感受他的思想与作

为，要能落实他的感受和思
想。全人的和谐就是这和谐的
美妙」。
教宗最后邀请与会者静默祈

祷，「恳求天主光照我们的心
智，让我们的对话能结出果
实，帮助我们勇敢走上新的教
育视野的道路」。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
10月4日在梵蒂冈降福大厅接
见了出席“信仰与科学”会议
的宗教领袖和科学家们，其中
包括阿兹哈尔大伊玛目塔伊布
（Ahmad al-Tayyeb）和君士
坦丁堡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
（Bartolomeo I）。这场会议由
英国和意大利驻圣座使馆发起，
商讨对“迈向第26届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的共同期望，将目标
锁定在将于10月31日至11月12日
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
气候会议。
全体与会人士签署了一份联合呼
吁，在所阐述的观点中，也包
括有待发展的促进照料共同家园
的各项教育和培育进程。教宗将
呼吁书交给这次联合国气候大会
候任主席夏尔马（Alok Kumar 
Sharma）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
（Luigi Di Maio）。此外，教
宗也将他长达3页的讲稿交给他
们和在场人士。
教宗在这篇讲话中提到，“今天
的会议本著兄弟情谊的精神聚集
了许多文化和灵修思想，它只会
加强我们是一个人类家庭成员的
意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
仰和灵性传统，但没有文化、政
治或社会边界和屏障能让我们彼
此隔离” 。因此，为反思这相
互间的合作关系，教宗提出3个
关键概念：相互依存和分享、爱
的动力，以及尊重的使命。
教宗首先从存在于自然界的“神
圣和谐”谈起，说明“没有一

个受造物能自给自足；每个受造
物唯有依赖其他的受造物才能存
在，为彼此服务而相互补充”。
因此，“承认世界是相互连接
的，这意味著不仅应了解我们行
动的有害后果，也应识别出必须
采取的态度和解决门径，以开放
的目光看待相互依存和分享”。
教宗强调，每个人爱护他人和环
境的承诺极其重要，这承诺“
导致如此紧迫的更弦易辙，也必
须由各自的信仰和灵修来滋养”
；这承诺应不断受到爱的动力所
催迫。“当爱使人走出自己、走
向他人时，爱就在每个人的内心
深处建立联系并扩大存在”，但
这“爱的驱动力”并非一劳永逸
地“开动”起来，而是“日复一
日地重新启动”。在这层意义

上，信仰和灵修传统能作出重大
的贡献。
“爱是热切活出的灵性生命的一
面镜子。这是一种越过文化、政
治和社会边界且扩展到所有人的
爱；这也是一种融合的爱，尤其
使最弱小的人受益，他们经常教
导我们越过利己主义的藩篱，推
翻‘自我的墙壁’。”
关于“尊重的使命”，教宗
说，这正是“尊重受造界、尊
重近人、尊重自己，以及在造
物主面前持有尊敬的态度。但
信仰和科学也应彼此尊重，好
能进入旨在照料大自然、维护
穷人、建设尊重和友爱网络的
相互对话”。
教宗强调，尊重“并非纯粹是
抽象和被动地对他人的认可”
，而是一种“具有同理心和积
极的”行动，“希望了解他人
并与他进入交谈，在这共同
的旅程上一起行走”。教宗最
后表示，这是一段走向格拉斯
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的旅程，这届大
会“迫切应邀对前所未有的生
态危机和我们所处的价值观危
机作出有效的回应，对未来的
世代提供具体的希望”。
会议结束时，并在所有与会者
作出共同的承诺后，教宗方济
各将一罐泥土倒在一棵橄榄树
的脚下，这棵树将种植在梵蒂
冈花园内。活动结束时，播放
了所有未能亲临会场的参与者
的视频讲话。

（梵蒂冈新闻网）宗座社会科学
院于10月3日至4日在梵蒂冈举办会
议，主题为「爱德、社会友谊和根
除贫困」，旨在深入省思真福八端
的第一端「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
为天国是他们的」。教宗方济各在
会议开幕之际致函问候与会者，表
明幸福是每个男女最深的渴望，上
主向那些遵照祂生活风格的人保证
他们必定得到幸福。人人向往幸
福，但不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观念都
一致。教宗警惕众人：切莫把功名
利禄错当成幸福。
教宗指出，当今世界盛行一种单一
思想的主流模式，错把功名利禄当
成幸福，误把寻欢作乐视为生活安
康。这种模式自认为是唯一有效的
分辨标准，但它其实是隐晦地「植
入意识形态」的形式。这种自私地
追求自我满足，导致对匮乏的恐
惧，造成个人与国家心生贪婪，助
长唯利是图的态度，掀起冲突与争
斗。这一切有损于人的尊严和地球
本身，激化贫穷问题和不平等。
「在这个富庶的时代里，根除贫穷
是可能的。然而，思想单一的强权
却绝口不提穷人、老人、移民、胎
儿和重病患者」。大多数人对他们
视而不见；当人们对他们投以关注
时，他们所呈现的形象「往往是不
值得花费公共支出的负担」。教宗
指出，为了走出这个处境，我们需
要的不是更多的物质资源，而是要
「落实耶稣真福八端崭新又革新的
模型，首先便是从第一端做起」。
因此，「贫穷的精神」是个转折
点，经由彻底改变的模型通往幸
福。我们蒙召成为圆满的，而这是
一条通往圆满的可靠道路。
接著，教宗强调了耶稣所说的神贫

与物质匮乏之间的差异。「缺乏
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是一种社会悲
剧，正如布洛伊（Léon Bloy）和
佩吉（Charles Péguy）清楚所见
那样，是一种地狱，因为它削弱人
的自由，使人为了求生存而沦为新
的奴役形式的受害者，为此痛苦煎
熬。」这些是该当谴责的犯罪情
况，应当为此不懈奋斗抵抗。「每
个人要依照自身的责任，尤其是政
府、跨国和国家企业，公民社会和
宗教团体必须做到这点。这些是人
类尊严最惨烈的沦丧，对基督徒来
说，是基督肢体皮开肉绽的伤口。
祂从十字苦架上喊著：我口渴！」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造成社会动
荡、冲突和民主危机。对此，教宗
解释道，问题的根源在于各种关系
的逐渐遭到侵蚀，诸如：友爱、社
会友谊、信任、信赖和尊重，这一
切是整个社会和睦共处的基础。「
当然，那驱使体系运作的贪婪，长
期罔顾『贫穷的精神』在经济、社
会和政治方面的主要结果，以及『
贫穷的精神』所要求的在管理资源
和人类劳动果实上落实社会正义和
共同责任」。
关于蔓延全球的冷漠，教宗指出，
虽然冷漠占据优势，但是在新冠疫
情期间，我们在世界各个城市的角
落都看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更重
要的是，青年也要在生活中同舟共
济。教宗勉励众人在这方面再接再
厉。
教宗在信函的结尾表示，唯独贫穷
的精神与利润的节制，能确保「个
人的福祉、经济，以及地方与全球
的社会」。我们蒙召做出承诺，「
创造全球运动来对抗冷漠」，在真
福八端的启发下建设「爱的文明」

教宗方济各：各宗教再次肯定全人教育

教宗接见“信仰与科学”会议与会者：
尊重人、受造界和造物主

教宗方济各：别把功名利禄错当幸福

教宗公开接见：保持自由很艰难，但并非做不到

有关全球教育契
约的会议



（ 吉 隆 坡 讯 ） 随 着 世 界 从 
COVID-19 大流行的蹂躏中恢复
过来，教宗方济各邀请普世教会
与他一起踏上通往 2023 年世界主
教代表会议的共议性之旅程，来
一起探讨主教会议，这是教会生
活和使命的决定性主题尤其是在
疫情过后。
在最近的一期“天主教徒在家”
播客中谈到2023年的世界主教代
表会议，施恩天主教说：“世界
主教代表会议的主题是，“以共
融、参与及使命来体现共议性的
教会”，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预备
我们去探索2023年之后的教会要
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施恩
天主教是槟城教区的主教，也是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汶莱天主教
主教团（CBCMSB）主席。
施主教解释道“‘会议或是
synod’这个词是一个希腊词，
意思是‘会议’、‘劝告’或‘
聚会’。然而，经过年代的变

迁，‘synod’在英语中具有‘
一起同行’的意思，”。
“‘会议或是synod’这个词是
在1965 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
议之后才开始使用，当时是由教
宗保禄六世所创建的一个名为主
教会议的文书。这意味着每当教
宗觉得有必要将普世教会聚集在
一起时，他都可以自由地召唤我
们。教宗是唯一可以召集整个教
会会议的人。
施恩天主教指出，2023 年主教会
议的手册被称为“vademecum”
，这是一个拉丁词，意思是“与
我同行”。 “教宗方济各告诉我
们每个人，‘我希望你们与我一
起踏上通往 2023 年世界主教代
表会议的同道偕行之旅程”。因
此，我们将与教宗方济各一起同
行，他将聆听全体天主子民的声
音，对某些事情的评论、感受和
见解。”
教宗希望向教友咨询 10 个领域

或是研究主题，其中一些包括我
们聆听的天主圣言；分辨教义、
礼仪、教会法律和牧灵工作的问
题。这项研究强调，众议精神一
词表达出“教会独特的生活及运
作方式”，因为“当教会所有成
员同道偕行、聚会并积极参与其
福传使命时，天主子民的共融便
得到彰显和具体实践”。共融的
概念传达出“教会奥秘及使命的
深层内涵”，它的泉源与高峰在
于感恩祭内。
2023 年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将由教

宗方济各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
在梵蒂冈的圣保禄大教堂主持正
式揭幕仪式。一周后，即 2021 年 
10 月 17 日，世界各地的主教将
在各自的教区举行正式揭幕礼。
施恩天主教透露，他将于上午 9 
点在槟城教区的圣神主教座堂举
行弥撒。他还为教区及其他堂区
准备了一封牧函。
在普世性启动后，会议将进入协
商阶段，然后是讨论阶段，最后
是实施阶段。主教会议之旅将于 
2023 年 10 月在梵蒂冈的世界主
教代表大会上达到高潮。
施恩天主教解释说“在过去的主
教会议中，这三个阶段中的大部
分只涉及到主教团。这次教宗方
济各想出了简单的方法，使协商
阶段能够达到教会的最低层。他
希望每个人都踊跃参与。”
他补充说，目前已经成立了一
个由 11 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
会，由每个教区的一名成员与 

CBCMSB 合作，以促进主教会
议的进程。
“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帮助马来
西亚、新加坡和汶莱的十一个教
区将这一信息传达给基层，即教
会中的每个人。
施主教说：“到 2022 年 2 月，中
央委员会将整理各教区的调查结
果，并将其提交给 CBCMSB，
后者将在 2022 年 4 月之前将其定
稿并提交给梵蒂冈。”
他指出，可能有些人想要为教会
做出贡献、参与并说出他们内
心深处的想法，但却没有机会参
与调查。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
可以将反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给 CBCMSB 执行秘书 exesec@
cbcmsb.org 或直接发送给梵蒂冈 
synodus@synod.va 
有关 2023 年世界主教代表
会 议 的 更 多 信 息 ， 请 访 问 
https://cbcmsb.org/synod-of-
bishops-2023/ 
要查看此播客，请访问 
h t t p s : /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cDLsNF8XGBk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 10 月 10 
日定为世界心里健康日。 纪念
这一天宗旨在于提高全球对心理
健康问题的认识，更重要的是，
调动资源并倡导支持心理健康的
努力。 显然，在 COVID-19 新
冠肺炎19型全球大流行的今天，
这一点更为重要，值得更大的区
分。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专业人
士和从业者，我目睹了作为更广
泛的医疗保健范围的一部分，心
理健康向更高水平的敏感性和日
益“正常化”的转变。 这与心里
健康是公共卫生保健中最被忽视
的领域之一的时代形成鲜明的对
比，该领域通常以社会污名和歧
视为特征，并且被许多人视为禁
忌话题。 然而，虽然现在人们对
心理健康问题有了更高的认识，
但我承认在这个关键方面我们还
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无论年龄、性别或社会阶层如
何，COVID-19 新冠肺炎19型全
球大流行已经在许多人的生活中
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随着大流
行继续驱使人们走向孤立、贫困
和焦虑，其从社会到经济领域的
广泛影响已经引发了一场迫在眉
睫的心理健康危机。 全球大流行
也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带到了最
前沿。 因此，我们社会的某些
群体面临更大的心理健康挑战和
风险。 这不平等的世界中，心理
健康的严峻现实，必须改变。 因

此，2021 年世界心理健康日的主
题“不平等世界中的心理健康”
既适时又恰当地突出了对心理健
康保健的过度关注和不平等。 更
重要的是，它强调了推进和促进
心理健康叙述和议程的迫切需
要，并努力争取公平获得心理健
康支持。
截至 2021 年 10 月 4 日，马来
西亚共记录了 26,759 例死于 
COVID-19新冠肺炎19型和 229 
万自然死亡病例，并且没有明显
的短期减少迹象。 卫生部报告
称，2021 年前六个月通过其免费
热线拨打了 122,000 多个电话，
其中 89% 的来电者报告有心理困
扰。 今年 1 月至 5 月共有 468 人
死于自杀，而 2019 年和 2020 年的
年度病例总数分别为 609 例和 631 
例。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天有 3 
人死于自杀。 这些统计数据是严
峻的、令人担忧的和痛心的。 鉴
于问题的严重性，需要有更大的
紧迫感来加强缓解工作方面的努
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强调呼吁
采取行动的重要性。 需要超越种
族、宗教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行动
呼吁。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并且出
一份力。 在这方面，吉隆坡心理
健康事工在过去 18 个月内成功举
办了多次关于心理健康保健的工
作坊及网络研讨会。 这些课程提
供对我们心理健康方面的理解和

知识背景，并提供实用的技能来
帮助参与者应对工作场所及其他
场所带来的心理健康挑战。
在此，我也很荣幸地宣布，吉
隆坡总教区心理健康事工将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启动 Shalom 
Careline。这项倡议是总教区心理
健康事工与槟城善牧堂辅导事工
和马六甲柔佛教区辅导施工合作
的结果。 Shalom Careline 是一个
电话平台，为教会成员和公众提
供安全的空间和情感支持。不计
于问题大小。对于需要情感支持

的人，请拨打 03-2723 7272 联系 
Shalom Careline。这项服务是由
经过培训的心理健康志工免费提
供，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晚上 7 时至 晚
上11 时。
世界心理健康日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能诚实
和坦诚的与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讨
论。 然而，随着我们努力不懈的
消除障碍及污名，并揭开对心理
健康的误解，这种讨论应该持续
下去。许多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深
刻的改变和进步，让我继续受到
鼓舞及启发，我期待你们的无私
奉献和支持。由你我共同努力，
我们可以做出更有意义的改变。
谢谢，愿天主降福各位，主佑母
宠。
蔡钊发神父, (KB,PA)
教会助理，吉隆坡心理健康事工
圣家堂副本堂神父
2021 年 10 月 10 日-世界心理健
康日

为了提倡世界心理健康日，吉隆
玻总教区心理健康事工将于2021
年10月10日启动Shalom 关怀热
线，开幕仪式将会在周日的加
影圣家堂早上10时线上弥撒后举
行，可以游览圣家堂youtube收
看。这项倡议是由槟城善牧堂辅
导事工和马六甲柔佛教区辅导施
工合作的结果。 Shalom Careline 
是一个电话平台，为教会成员和
公众提供安全的空间和情感支
持。不计于年龄大小。对于需要
情感支持的人，可拨打 03-2723 
7272 联系 Shalom Careline。这项
服务是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健康志
工免费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至
周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晚上 
7 时至 晚上11 时。

纵观当今世界，廿一世纪人类正朝
着远离死刑的趋势迈进，全球各地
逐渐的已有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承认
死刑违反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
的原则，当中提到——任何人都有
生命权，不得遭受酷刑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在
2007至2018年间，联合国大会曾七次
呼吁暂停使用死刑，而废除死刑或
暂停使用死刑有助于逐步增进人权
发展。死刑存废虽然有很多争议，
但基于人权，废除死刑势在必行。
再者，出于不同宗教信仰的理由，
生命之可贵也是显而易见的，生命
受之于天，人类不应该僭越上天主
宰生命的权力。
      众所周知，联合国旗帜鲜明地
主张废除死刑，并积极推动废除死
刑的推广与普及。联合国有160多个
会员国已经废除了死刑或不再使用
死刑。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处坚持
提倡全面废除死刑，其原因不仅包
括生命权的基本权益和性质，无辜
者被处死的风险也必须受考量。此

外，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死刑能
阻遏犯罪。主张废除死刑的大众普
遍都认为「死刑」是非常残忍的刑
罚制度，生命权永不能回复，以及
死刑对杀人犯缺乏震慑吓阻效果，
基于此死刑应当被废除。
欧美及澳洲等的国家大多已废除了
死刑，欧盟及其成员国根据欧盟基
本权利宪章第二条也禁止执行死
刑。即使亚非国家大多维持死刑，
但也会长期不执行死刑。可见他们
对人权文明发展的重视。
今天，人类的文明已发展到了如此
之高度，刑法也应该随着时代的进
步而得以改进和完善。现今刑法不
采取应报性理论，而是以预防，矫
正，修复做为主要目标，如此就更
积极的维护了生命的尊严和可贵。
死刑作为一种高级严酷的刑罚，就
广泛而论，处死人的生命的确存有
诸多不妥之处：

1. 死刑违反人权及人性尊严，政府无
权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权。有些国家
甚至打着正义的旗号，利用死刑排
除异己，冷血杀害他人。
2. 生命非有即无，且生命权为一切人
权的基础，人一旦被处死就再也没
有补救的可能，冤假错案也不能得
以平反昭雪；同样，死刑也剥夺了
罪犯悔改的机会。
3. 死刑也并非是唯一隔离犯人的方
法，若法制运作良好，终身监禁不
予以假释也同样能达到将重罪者与
社会隔离的效果。以惩罚角度检视
被判终身监禁者，更具痛苦性及威
吓效果。
4. 死刑无法对受害者与其遗族产生具
体帮助。
5. 死刑会造成二度家庭悲剧，进而产
生更多社会问题。
再者，并非所有受害者家属都支持
死刑。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家
属反对死刑，并公开反对死刑。他
们称死刑不会带回生命或治愈痛
苦，且违反他们的道德和宗教信仰。

在未来的人类世界，人类会致力
于探讨案件背后更深层面的人性需
求，去了解如何真正平复和安慰受
害者及其家属；不是单纯将罪犯处
死，更要寻求解决社会中存在的诸
多矛盾，避免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关怀和人类文明
之更高境界。
    歹徒作案，夺走了受害者的生命，
这是悲剧。社会公权力再用死刑处
决罪犯，不仅受害者的生命没有得
以补偿，而又堂而皇之的依据法律
再夺去罪犯的性命，这就等于杀人
再杀人，这又何尝不是悲剧呢？
重新教化，让人再次回归社会，是
现代刑罚的一个重要功能。死刑是
完全否定了一个改过的可能，不符
合现代法律让人回归社会的目标。
就心理学的角度而言，  不管以任何
方式执行死刑，都必须有直接去执
行死刑(杀人)的人，对于毫无关联
的人处死他人，会造成其心理扭曲
与不安等，此类心理伤害也不容忽
视。

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没人有
权夺走他人的生命，即使是国家也
不应具有如此巨大的权威去决定他
人的生死，因为生命是上天的恩赐。
总而言之，这一切改变的可能性建
立在没有死刑的世界中，而且追寻
这些可能性，除了能挽回死刑犯生
命，还有可能使犯人透过活在世上
的时间，积极去改变，反省，接受
再教育，回馈社会。虽然基督教还
在争议死刑的存与废，也有许多基
督徒提出其值得思考的论点，而天
主教态度明确：生命属于天主，审
判也属于天主，人只管爱与宽恕。
教宗方济各也一直致力于废除死
刑，他在2017年参加【天主教教理】
出版25周年活动时就指出，不论以
任何方式执行死刑都是不人道的措
施，且伤害人性尊严。死刑本身就
是违背福音，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成
人，是为了救赎人类。
因此，废除死刑，顺天理，合人
愿，势在必行，天经地义。 
作者：Rita Wong

施恩天主教谈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2021年世界心里健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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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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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于5 月 17 日公布，教宗方济
各已任命周守仁神父为天主教香港教区
下一任主教。在被任命为香港主教之
前，候任主教周守仁神父在一封信函中
说，董泽龙神父将开始他的“新使命，
担任下一任省会长，新职位将于 11 月 
1 日生效。”

候任主教周守仁神父说“我们感谢我
们的天主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省会长. 我
们应该感谢董泽龙神父慷慨回应，完成
这项艰巨而具有挑战性的使命。”

候任主教说：“我的兄弟和伙伴们，
你们的热心支持和与董泽龙神父建立最
密切的合作关系是最至关重要，好让圣

神的果实可以在四个教区取得成果，达
到团结起来的使命。”

信函中说道，董神父出生于澳门一非
天主教教友家庭，兄弟姊妹共5人，排
行最小；并在澳门成长，完成中小学基
本教育。在1981年九月接受洗礼，并随
即到台湾升学，攻读土木工程。

在小学时，看到大姐决定离家修道，
加入了圣衣会。受到她的启发，董神父
在洗礼后已开始考虑圣召，并在1990年
被耶稣会接纳，到新加坡开始初学。跟
着有两年在马尼拉攻读哲学，两年在澳
门海星中学实习，并于1996年在香港圣
神修院读神学，完成后在1999年晋升执

事，并随即到波士顿修读神学硕士。期
间在2000年6月回来在澳门晋铎。

晋铎后第一个使命是在2001年到马尼
拉担当备修院主任及副初学导师。从
此董神父服务的领域都在灵修及培育
方面。在2004年完成了耶稣会的卒试
后，便被派到香港思维静院担任负责
人，并常到大陆带领避静，培育灵修
辅导等，服务至今。期间在2010年成
为省区咨议员，2012年以来也是香港
团体院长。

请大家继续为耶稣会中华省祈祷，让
它在新会长的带领下，谦逊和忠诚地
为教会和天主的子民服务。

新德里（信仰通讯社）—印度天主教会
以及其它基督信仰教会主教代表团正式
会晤联邦政府总理，要求取缔部分邦政
府实施或者通过的反宗教皈依法。据本
社获悉，九月二十八日，德里总主教区
总主教约瑟夫·托马斯·考托蒙席、西
罗-玛拉巴莱塞东方礼教会法里达巴德总
主教区总主教库里亚克斯·巴拉尼库兰
加拉蒙席、卫理会苏博蒂赫·孟达尔蒙
席等五十位基督信仰团体代表，向联邦
政府宗教事务部部长阿巴斯·纳克韦递
交了全面阐述印度少数派基督信仰团体
状况以及宗教自由问题备忘录。
日前，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十位天主
教会主教明确向邦政府总理表达了对意
在禁止邦内改变宗教信仰议案的忧虑。
九月二十二日，班加罗尔总主教区总主
教彼得·玛卡多蒙席正式递交了备忘
录，全面阐述了涉及卡纳塔克邦基督信
仰生活的问题。玛卡多总主教强调挑
起“强制改教”问题既毫无意义也是有
害的，天主教会充分表达了对此的不
满。
教会代表团还向部长介绍了国内基督徒
的艰难处境。就在九月十七日，五个基
督徒家庭在奥里萨邦遭到印度教极端势
力的暴力侵犯。地方教会主教揭露，警
方丝毫不顾及基督徒的报警。

宗教领导人要求联邦政府支持建立基督
教会大学，视之为教会为全国各族人
民、各不同宗教和种族文化做出的贡
献。
以卡纳塔克邦为例，邦内各教区有百余
所教会学校、公学和医院。数百万学生
在基督教会学校中读书，百万学子从中
受益。主教们继续强调，无论是教会学
校还是公学、医院等机构从没有强迫过
任何人改信基督信仰。不排除一些微不
足道的案例，但却被肆意夸大。玛卡多
总主教痛斥“反宗教皈依议案仅仅是为
了污蔑基督信仰”。事实上，基督信仰
团体全面承担起了坚决不强迫他人改教
的道义责任，“我们从不强迫任何人”
。
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宣信宗教
信仰、度宗教生活和宣传的自由”。总
之，许多印度邦政府实施了反宗教皈依
法，或者明令禁止宗教皈依。如北方
邦、恰蒂斯加尔邦、中央邦等。卡纳塔
克邦在人民党领导下，其成员充分展示
了对少数派宗教信仰的敌视态度。遵循
人民党内普遍宣传的意识形态，有人试
图要将印度教变成印度国教。
据二O一一年人口普查统计，印度十三亿
人口中的80%，大约九点六六亿为印度教
徒。穆斯林占14%，共计一点七二亿。

印度 - 主教再次向政府阐明拒绝反宗教皈依法 

胡志明市（亚洲新闻）- 10月1日，越南
庆祝联合国制定的国际老年人日。越南
天主教会积极参与其中，富强教区的新
雄县仁爱疗养院的故事便佐证了一点，
那里收容了70名孤寡老人。
1988年，保禄（Paul Nguyễn Văn Khi）
神父在新雄县教区创立了这个疗养院，
如今，由玛利亚（Maria Martino Nguyễn 
Thị Kim Hoa）修女带领的基督仁爱传教

会负责管理该设施。已经退休的保禄神
父仍然住在社区里，每天为老人和修女
主持弥撒。
基督仁爱传教会德勒撒修女告诉《亚
洲新闻》：“我们有20位修女，为70位
孤寡老人服务。感谢天主，我们在疫情
期间安然无恙。只有两名老人因年龄去
世。但是，我们很谨慎，我们修女甚至
不敢去菜场。德勒撒修女继续说道，

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孤家寡人：他们没有
家，没有钱，没有亲人。其中有一半以
上的老人卧床不起，有些是盲人或残疾
人。他们每个人都由修女，以及志愿者
和医生负责照顾。老人每周都会接受体
检。到目前为止，我们共接纳了204人：
对于那些已经去世的人，我们也负责操
办他们的葬礼。”
这里有位78岁高龄的老人解释说：“许
多老人流落街头，因为没有人接纳他
们。然而，这里的神父和修女从不放弃
任何人。住在这里，我从不悲伤。”
新雄县堂区代牧的若瑟（Joseph Nguyễn 
Phát Tài）神父经常带客人和捐赠者来
参观。当地中学家长协会的Phương Nga
说道：“我们以为来这里是给老年人带
来快乐，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却从他
们那里获得了快乐”。
Linh修女补充道：“我们这里的工作并
不容易，但我们从未想过放弃这一使命
而搬到另一个地方。保禄神父一直告诉
我们：爱和服务比自己更受苦的人。 我
在这所房子里看到了这里的爱”。

马尼拉（信仰通讯社）—二O二二年五月
九日菲律宾大选之际，天主教会领导人向
同胞发出强烈呼吁，指出“公民们蒙召本
着负责任的态度履行投票权，而国家还仍
然处在疫情下”。本届大选将选举菲律宾
总统、议会和地方行政管理人员。教会领
导人的讲话，正值部分立法人士公开声明
一旦疫情未能完全结束可能推迟投票之
际。
无论如何，明年的大选对菲律宾而言是国
家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关键时刻，无论疫情

结束与否。为此，菲律宾主教团候任主席
（将于十二月正式就职）巴布罗·维尔吉
里奥·戴维主教呼吁保持高度警惕。“医
疗危机不要被某些势力用做为选举设置障
碍的理由”；“要保障大选进行；确保在
尊重法律和医疗措施的前提下继续投票的
准备工作”。邀请当局保障选举顺利进
行、维护每一张选票的完整性。最后，戴
维主教强调“选举应该是透明、诚实、准
确、和平、意义深远的”。保障全体公民
的参与，包括天主教徒也应该积极参与政
治问题和政治活动，因为“政治是爱德的
最高形式”；“政治努力是做负责任公民
的一部分”；“不关心政治是错误的”。
菲律宾明爱主任何塞·巴加弗罗主教谈

到了公教和民间机构等二十个组织为迎接
选举推出的宣传“透明、负责任选举”运
动。此外，主教团原住民、青年牧灵委员
会；菲律宾修会长上协会、公教教育协
会、真理电台846等都参与了这一运动。
巴加弗罗主教强调了“我们的政治选择反
应了我们的价值观”、阐明“我们的人性
尊严，也是教会社会训导的主要原则”
。选票是“天主给人和世界的恩典”。
特别是在国家面临着种种问题和挑战的
同时，“菲律宾公民应该有一位怀着公仆
心的领导人”；“真正的领导人为人民服
务，需要能力、经验、同情心、善良、热
情和毅力”；特别关怀受到排斥和被边缘
化的人。

（梵蒂冈新闻网）“我愿意再次为心爱
的缅甸获得和平恩典祈求天主”。教宗
方济各10月3日带领信众诵念三钟经后，
如此为缅甸祈祷。教宗也祝愿“在那里
生活的人的双手不再是擦干因痛苦和死
亡而流的眼泪，而是紧握起来克服困
难，并一起为和平的到来努力”。

缅甸自今年2月1日发生军事政变后已有8
个月，那里传来军方向抗议者施残酷镇
压的消息。在这几个月里，军方向走上
街头抗议的人开枪，并使用重型炮和直
升机袭击村庄。民族团结政府的“影子
政府”代言人上个月发表声明，对政变
政府发动“人民防御战”。

越南 - 新雄县修女为孤寡老人服务

菲律宾 - 疫情下大选：教会领导人
呼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投票”

教宗为心爱的缅甸祈祷

（梵蒂冈新闻网）据《天亚社》报道，
越南龙川教区现任主教陈文全（Joseph 
Tran Van Toan）在他的牧函中宣告，在
十月，也就是“玫瑰月”内，教友们为世
界的健康祈祷，以使当地的教会能平安地
度过疫情引起的艰难时期。到目前为止，
越南累计确诊新冠病例766,000例，累计死
亡18,000 例，而包括安江和坚江两省，及
部分芹苴在内的龙川教区有 15,312感染病
例和 201人死亡。
在这个“严重危机”的疫情时期，人们受
到极大忧虑、焦虑、困惑、疑惑、沮丧和
绝望的折磨。陈文全主教邀请教友们与圣
母一同默想基督道成肉身的奥迹，为了体

验祂临在于他们的生活中。主教敦促所有
当地的司铎、会士和在俗教友，在本月的
每一天，在教会共融中勤奋地念玫瑰经。
他说，本堂司铎的职责是与天主教徒一起
诵念玫瑰经，尤其是为那些在这个紧急时
期的每一天处境不好的天主教徒祈祷。他
也邀请家庭与儿女每天一起祈祷。
陈文全主教还提醒说，10月13日，在纪
念葡萄牙法蒂玛圣母显现104周年的机会
上，将举行一台特别弥撒。弥撒礼仪会在
当地教会的网站上直播，为了阻止疫情的
蔓延，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暂停了。为此，
主教要求所有的教堂敲钟，提醒教友们参
与礼仪。

董泽龙神父任耶稣会中华省新任会长

越南教友们十月份为世界的
健康和当地教会恭念玫瑰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