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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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依53：2-3；10-11；希4：14-16；
谷10：35-45）

主内的兄弟姐妹：

今天，耶稣领头走向耶路撒冷。在
路上，耶稣第三次预言祂的苦难、
死亡和复活，对门徒们说：「看，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
於司祭长和经师；他们要定祂死
罪，把祂交给外邦人。这些人要戏
弄祂，唾污祂，鞭打祂，杀害祂；
但三天以後，祂必要复活」（谷十
32-34）。出乎意料之外，雅各伯
和若望却在这时来到耶稣跟前，
请求耶稣在祂的光荣中，让他们
一个坐在祂的右边，一个坐在左
边（35-37节）。
耶稣也深感意外，但并没有斥责
他们，只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
的是什麽。耶稣当时正想着自己
将面临的苦难和死亡，那可不是
好玩的事情。因此，祂问他们能否
饮祂的爵，能否受祂受的洗。他们
既然坚决要跟随耶稣，那麽耶稣
饮的爵，他们固然要饮；耶稣受的
洗，他们也必然要受。不过，在耶
稣的光荣中坐在祂的左右却是天
主的恩赐，是无法赚取、也无法事
先被规划的。
不少圣经诠释都认为雅各伯和若
望真不知道耶稣所要饮的爵和要
受的洗指的是什麽；他们之所以
爽快地答覆耶稣，是因为他们以
为耶稣马上就要复兴以色列。这
种政治性默西亚观确实存在，无

论是赞同或是反对耶稣的人都持
这种观念，况且众人早就想立耶
稣为王（参阅：若六15）。然而，雅
各伯和若望如同伯多禄那样，一
直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他们最
先被耶稣召叫（谷一19），他们见
过耶稣光荣的圣容（谷九2-8），
他们也将在革责玛尼庄园陪伴耶
稣经历惊惧忧苦（谷十四33-34）
。他们理当明白耶稣所要饮的爵
和要受的洗，指的就是耶稣刚刚
预言的苦难和死亡（谷十32-34）
。他们唯一的疑问只是该如何理

解天主的旨意，为何天主允许祂
的圣子耶稣受这麽大的苦难，乃
至死亡？难道天主就只有这条拯
救的道路吗？
在圣经的信仰传统中，「杯爵」内
装满的是来自上天的酒酿：可以
是天主祝福的酒，即救恩之杯（
咏廿三5；一一六13）；可以是天
主惩罚的酒，即毁灭之爵（则廿
三31-33；耶四九12）；也可以是
天主义愤的酒，即震怒之爵（依五
一17-22；耶廿五15-17）。在旧约
末期，尤其在默示录文学中，「杯

爵」内装满的经常是天主义愤的酒
（默十四10；十六19；十八6）。耶
稣向雅各伯和若望指明的爵，以
及祂在革责玛尼庄园祈求天父给
祂免去的杯（谷十四36），就是天
主震怒的爵杯。
同样在圣经的信仰传统中，「受
洗」的原意是经历死亡。洗礼是
将整个人浸在水里，表示他死了。
倘若他之後还能活生生地从水里
上来，那麽也就表明他的一切罪
污已被洗净。「受洗」象徵透过死
亡而获得重生，洗心革面，因此後
来也有悔改的延伸意义。
耶稣明白天父的旨意是要祂饮
尽这樽震怒的爵杯。若祂把装满
天主震怒的爵杯喝乾，祂就完全
消弭了天主的震怒，使人类可以
与天主重新和好。如果祂不喝这
杯，那麽天主的震怒将满溢而出，
淹没整个世界。其含意是这样的：
杯是苦杯，受洗是死亡；苦杯加
受洗，就是受苦至死。耶稣喝了
苦杯，死了；我们只有等着看祂是
否活着回来。。。祂确实活着回来
了，且进入了祂光荣！
雅各伯和若望当时听了耶稣的预
言，就坚决相信耶稣必要复活，定
要活着回来。他们是有信德的人，
明了耶稣的苦杯和受洗，并且愿
意忠实地跟随耶稣走到底，喝祂
的杯，受祂的洗。然而，他们却是
受到特定志向的推动，完全只从
与耶稣同享光荣的角度解读祂的
苦难和死亡；他们请求能获得耶
稣特别的肯定和奖赏，让他们在
耶稣身边拥有特殊的地位，处在
光荣耶稣的左右。
耶稣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反而
告诉他们，谁可以坐在祂的左边
或右边一概由天父自行决定。那
麽，谁可以荣获这些尊位呢？若我
们说，他们就是那些可以进入天
国的人，我们应该不会出差错。他
们就是那些被耶稣降福的小孩，
那些在「真福八端」中被耶稣称
为有福的人，那些善待了耶稣的

最小兄弟的人（玛廿五34-40）。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依循的生
命准则。
於是耶稣叫门徒们过来，劝勉他
们做仆役和奴仆，互相服事，彼此
尊重：「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
大的，就当作你们的仆役；谁若愿
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作众人
的奴仆」（谷十43-44）。这劝勉颠
覆了一般上对权柄的施行方式。
一般上，权柄是由上往下控制的
势力，上者为尊，下者为仆（谷十
42）。这种方式施行的权柄很容易
被滥用，造成残暴不仁、不公不义
的行为。耶稣改变了施行权柄的
方向，使之成为横向的势力，人人
平等，以服务为先，实施服务者为
大（谷十43-44）。
尤有甚者，耶稣还加以指明自己
这位人子「不是来受服事，而是来
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
众作赎价」（谷十45）。这实在是
一个非常大胆和突破性的神学，
完全刷新了天主的形象。天主常
被视为愤怒和严峻的法官，要求
人还清所欠的最後一分钱（路十
二59），甚至於连本带利取回（玛
廿五27）；现在，祂却全然慷慨大
方，把这笔帐目全权交给人子耶稣
处理。耶稣以自己的性命作为众
人的赎价，不向人要求一分钱。不
但如此，祂还把人看成是堪受祂
殷勤服事的对象。
我们敢接受这麽大胆和突破性的
神学吗？我们敢相信天主确实如
此宽待我们吗？我们敢接受耶稣
的劝勉而视他人比自己更为重要，
并去服事他们吗？最後，我们敢
接受这一切真是耶稣以自己的生
命向我们宣讲的福音喜讯吗？
让我们祈求耶稣渗透我们的生
命，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并转化
我们，使我们有勇气坚信耶稣和
耶稣的福音，互相服事，彼此尊
重。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一个人为何老爱批评？是正义
感作祟，还是病态？即使为了正
义，是否也可以选择温良的态
度？看来，这是一种习惯，养成
的。问题是老爱批评的人，就好
像老爱发牢骚的人，养成了批
评和发牢骚，抱怨的习惯，一旦
成为了根深蒂固的，时刻伴随
着，会在毫无知觉的自然反应的
态度，就成立心灵的污垢了，真
的不是一下子可以清理的。
上主要照个人的行为予以报应，
这句话真的毫无恐吓之意，这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及
知晓的，任何发生在自己身上
的，所遇见的，所碰撞的事情，
真的就是有如吸铁一样，就那
么轻而易举的往自己这边给贴
过来了。你或许觉得自己怎么那
么的倒霉，其实不是倒霉，任何
撞击都是天主的慈爱，一就是
对你的邀请，成为别人的祝福，
二不就是对你的邀请，诱导你
悔改。
如果我们不明白人与人碰撞的
道理，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了慈
爱，失去了宽容，失去了忍耐。
可惜，人类不是如此能高度自觉
的动物，我们总是心硬固执，爱
自己多过爱他人，总是在本性
的驱使下，再加上心灵长期累积

的不成全的习惯，那些引发罪
过的习惯，这些人，最后只能等
待着天主的下手了。
上主要照个人的行为予以报应，
这句话你信不信，虽然我们还
是看到有些人逍遥法外；我们
会责备天主不公不义，就怎么

能让好人受苦，坏人享受的现像
屡屡出现。其实，弟兄姐妹们，
那也是我们的判断，我们也不
必去批评，我们能看到的，不一
定是真的，我们所体会的，也不
一定必须要天主同样的感觉。
如果我们相信天主看的比我们

还清楚，相信这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该心平气和的接受天主的
时间，天主的作为。天主的正义
总是会来的。
或许你觉得我和被动，很没用
魄力。或许是的，或许日后你却
看见了我为了这件事情，背负着

十字架，又或许，太多的可能性
会发生。所以面对一切和自己
想法不一样的想法，看到自己很
排斥的人事物，我一般就这么
想着：天主，感谢你，你一定有
你的安排。我就为此，信德的等
待故事继续在我身上，剧情如
何的发展下去。每一次这样的
想着，我发觉自己坦然，自己常
能宁静以对。
一个是否有祸，是否有福，关键
点就是习惯性的行为成为了他
人的苦难，如此轻而易举的加
在别人的身上，自己的不成全，
要求别人成全；自己的不完美，
要求别人完美；自己的坏脾气，
让别人来承受，自己觉得理所当
然有理，我们的行为正好符合
了福音中所说的：只看到他人
眼中的木屑，却看不到自己眼中
的大梁。
大德兰说的对，没有灵性，没有
灵修是很可怕的。该做的没有
做，但却认为自己已经做了；明
明自己已经杀了人，毁了一个灵
魂，却还完全没有自觉，这才是
我们最大的灾祸来源。
这样的一种人，我倒喜欢那些
有罪恶感的人，至少我觉得人
有罪恶感，才算是一个健康的
人。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10.13. 常年期第二十八周 星期三 

人人平等以服务为先
实施服务者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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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0月13日上
午在保禄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
动，在要理讲授中继续以圣保禄宗徒的《
迦拉达人书》为省思主题，这一次论述“
基督徒的自由是普天下人获得释放的酵
母”。教宗强调，耶稣赐予我们的自由“
并不与我们所接受的文化和传统对立”，
藉著本地化，福音采用当地基督徒团体生
活的文化，以那个文化谈论基督。
教宗承认，“既能宣讲基督救主的喜讯，
又能尊重存在于文化中的良善和真实的一
切”，确实不容易。他提到“在福传史上
执意采行单一的文化模式”犯下的许多错
误，因为划一并非基督徒的做法，合一则
是。划一使教会丧失了“许多丰富的地方
表达，这些表达具有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特征”。

教宗说，对圣保禄而言，我们因著耶稣基
督的恩宠而“白白地获得了自由”。这种
新的生活必须让我们“接纳每个人和文
化”，同时必须让“每个人和文化获得更
大的自由”。的确，这位外邦人宗徒在《
迦拉达人书》中写道，对属于基督的人，
犹太人或外邦人都算不得什么，“唯有以
爱德行事的信德，才算什么”（迦五6）
。
“保禄的诽谤者们，那些来到那里的基要
主义者，因这个新意而攻击他，认为他采
取这个立场是出于牧灵上的机会主义，
即‘讨众人欢喜’，却淡化这个需要是出
于他所接受的最严格的宗教传统。这不也
是今天的基要主义者们的说词吗？历史总
是在重复。就如我们所见到的，对福音各
种新意的批评不只发生在今天，而是有一

段漫长的历史。”
教宗强调，保禄勇敢地回应了这些“基要
主义者”的批评，提醒他们，他所寻求的
不是人的欢心，而是天主的喜爱，因为“
如果我还求人的欢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
役！”（迦一10）保禄在写给得撒洛尼人
的书信中也说，他“从来没有用过谄媚
之辞，也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光荣”（
参：得前二5-6）。教宗评论道，这些批
评是“装作有信仰，其实这不是信仰，而
是世俗”。
“对他来说，接受信仰不是放弃文化和传
统的核心，而是放弃那些会阻碍福音的新
意和纯洁的因素。这是因为，我们因主的
死而复活所获得的自由不会与我们所接受
的文化、传统发生冲突，反而在它们内注
入一种新的自由，一种使人自由的新意，

那就是福音的新意。”
教宗继续表示，事实上，“藉著圣洗获得
的释放”使我们得以“获得天主子女的全
部尊严”，因此，在"我们牢固地扎根于
我们的文化根源"时，我们也会"向进入
每一种文化的信仰的普救论敞开心扉，承
认存在于其内的真理的胚芽并予以发展，
使其中所含的善趋于圆满"。如果我们承
认“基督使我们获得了自由”，我们就必
须“也将圆满带给每个民族的不同传统”
。
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处在“朝圣者的
状况”，是不断出走的远行者。我们要
因耶稣的恩赐而摆脱奴役，“走向自由
的圆满状况”。上主白白地将我们从奴
役中解救出来，“让我们走上完全自由
的道路”。

（梵蒂冈新闻网）你是否愿意迎向「旅
途中的冒险」，与人共度风霜雨雪；或
者，你宁可躲在各种借口后面，成天说
「这无济于事」，总是墨守陈规？教宗
方济各10月10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为
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主持开幕弥撒，并在
讲道中提出了这个反思。在场参礼者约
有3千人，包括枢机、主教、司铎、男女
会士和平信徒。在以同道偕行为主题的
世界主教会议进程展开之际，教宗点出
了三个关键词，即相遇、聆听和分辨，
称之为教会省思的指南针。教宗阐明，
举行世界主教会议，意味著同道偕行。
这如同主日福音记载的，耶稣与富贵
少年相遇，聆听他的困惑，并协助他分
辨。
教宗说：「天主圣言使我们向分辨敞
开，光照分辨。圣言为世界主教会议引
领方向，以免它变成一场教务会议、学
术研讨会或是政治大会，以免它变成一
个议会，却始终是恩宠的事件、由圣神
带领的治愈进程。这几天，耶稣召叫我

们，一如祂对福音中富贵少年所做的那
样，祂要我们摆脱尘俗，走出我们的
封闭状态，以及我们日复一日的牧灵模
式；祂要我们反省天主此刻想对我们说
什么，希望带我们前往何处。」
富贵少年急切地询问耶稣善师，要做什
么才能承受永生。正如耶稣没有对此感
到厌烦，同样地，基督徒也蒙召「专精
于相遇的艺术」。教宗表明，耶稣并未
匆忙离去，却一直服务于祂所遇见的
人，侧耳倾听。因此，我们需要腾出空
间来祈祷、朝拜天主、与上主相遇，聆
听圣神要对教会说的话，并且接受他人
经历的质问。我们不该「躲在冠冕堂皇
的关系后面」；相反地，相遇建议我们
走上新的道路，不再因循苟且。我们要
能「与上主并在彼此之间真正地相遇」
，「不涂脂抹粉」。
更进一步地说，基督徒蒙召用心聆听，
投入所需的完整时间，让对方不感到被
判断，却能自由地讲述他的经历。耶稣
面对富贵少年，并未给出「既定的解决

方案」，而是用心聆听，让他畅所欲
言。教宗由此说到，「我们在这段同道
偕行的旅程中要诚心自问：我们如何聆
听？」举行世界主教会议，其实等同于
跟随耶稣的步履。
「这意味著惊讶地发现，圣神不停嘘
气，连连带来惊喜，指出新的道路和
语言」。主教、司铎、男女会士、平信
徒，也就是所有受洗者，都要学习互相
聆听，避免不切实际、敷衍了事的答

复。「圣神要求我们侧耳倾听每个教会团
体、每个民族和国家的疑惑、担忧和盼
望，也要聆听我们面前的世界、挑战和改
变。我们不要让心灵充耳不闻，不要躲藏
在各种确信后面自我防卫。确信有时会导
致我们故步自封」。
此外，在与富贵少年的交谈中，耶稣也协
助他进行分辨。这名少年是个遵守戒律的
好人，但耶稣希望引导他超越遵守戒律的
范围，使他明白他心中真正的依恋，「从
而发现对他有益的不是更多的虔敬举动，
而是空虚自己：变卖那些盘据他心灵的东
西，好为天主腾出空间」。教宗称，这是
一项宝贵的指示。事实上，世界主教会议
是一段「灵性分辨的旅途、教会分辨的旅
途，在朝拜天主和祈祷中实现，并与天主
圣言紧密相连」。
礼仪结束时，代表全体天主子民的25人走
近大殿的中央祭台。他们当中有一名视力
严重受损的人和他的陪伴者、两名修会会
士、两名青年牧灵工作的青年、一个在罗
马生活的刚果家庭、一名终身执事和他的
妻小、一名罗马尼亚拉丁礼团体的青年、
一名印度天主教叙利亚-马拉巴尔礼团体
青年、一名黎巴嫩马龙尼礼司铎、一对准
备结婚的情侣、两对夫妻，以及一名年轻
司铎。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0月7
日接见了天主教与东正教圣依勒内神
学研究混合小组，强调“培养一种由
差异而变得丰富的合一是美好的，这
种合一不屈服于认可具有一致性的诱
惑。 这诱惑总是不好，是不良的精
神状态”。这个神学小组于2004年成
立，聚合了各教会和不同国家渴望共
同为合一祈祷和进行研究的学者，目
前首次在罗马天使大学大公运动学院
举行年度会议。
教宗表示，这个神学小组的工作是一
种交流，旨在“了解存在于我们传统
内的不一致因素不仅不助长对立，反
而能成为表达共同的宗徒信仰的正当
时机” 。教宗感谢科赫（Koch）枢
机在此前的介绍，他谈到这个小组的
特定任务在于“一起寻找不同传统能
够彼此变得丰富的模式，却不失去各

自的身份认同”，这令教宗感动。
教宗说，他很乐意在不久后将这个神
学小组的主保圣人宣布为教会的圣
师，享有合一圣师的荣衔。“你们的
主保圣依勒内来自东方，却在西方履
行了自己的主教牧职，他是东西方基
督徒之间一座卓越的灵修和神学桥
梁”。他的名字依勒内带有和平的印
记。
“我们知道，上主的和平并非一种‘
可商议的’和平，为保护利益达成共
识的果实，而是一种本著合一使人和
解、重归于好的和平。这乃是基督的
和平。保禄宗徒写道：‘基督是我们
的和平，祂使双方合而为一；祂以自
己的肉身，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壁，
就是双方的仇恨。’ （弗二14）。亲
爱的朋友们，你们也要藉著天主的帮
助，努力拆毁阻隔的墙壁，建立共融

的桥梁。”
因此，教宗将重点放在这个混合小组
刚出版的研究成果上，其标题为“为
共融服务；重新考虑首席权与众议精
神的关系”。关于首席权与众议精神
之间的深刻关系，教宗表示：“透过
对话，尤其与东正教会具有建设性的
耐心对话，我们更加明确地懂得，在
教会内的首席权和众议精神并非两项
彼此竞争的原则，需要维持相互的平
衡，而是为共融服务的两个相互建立
和彼此支持的现况。就如首席权必须
以履行众议精神为前提那样，众议精
神也包含首席权的履行。”
在这层意义上，教宗重提国际神学委
员会关于众议精神的解释，在广泛意
义上可被理解为三个维度的表达：“
所有人”、“一些人”，以及“一
个人”。事实上，“众议精神含有履
行全体信徒的信仰意识的意思，即‘
所有人’；主教们具有集体领导的职
责，每位主教有自己的司铎团，即‘
一些人’；主教和教宗具有合一的职
责，即‘一个人’”。
“依照这个观点，首席职是众议精神
动态的内在因素，包括全体天主子民
的团体范畴，以及与履行主教职有关
的集体幅度也是如此。因此，在神学
和大公对话中关于首席权富有成效的
观念只能建基于众议精神，没有其它
可行的道路。”
教宗最后强调，他深信“在一个众议
精神的教会内，首席权的行使也将能
获得更大的光照”。教宗说，过几天
在所有天主教会教区开启众议精神的
行程，这也将是与其他基督徒一起深
入探讨这个重要观念的机会。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0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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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解释当天的福音时邀请所有基督徒向天主说“
是”。福音中记述耶稣与一个有许多产业的人，
一个富有的年轻人相遇。教宗说，马尔谷福音提
醒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个人身上看到自己，他
与耶稣的相遇也是对我们的信仰的测试。
福音中这位富有的人的态度体现了他的宗教情
愫，他将宗教视为一种义务，就是为获得救恩该
作什么。教宗解释道，人与天主不存在一种“必
须做才能获得”仪式的商业关系，而是一个“自
由和爱的问题”。
教宗提出了测验我们的信仰的方式，第一步是
问，“信仰对我来说是什么？如果主要是义务或
交换的筹码，那么我们就偏离正道，因为救恩是
一份恩典而不是义务，是无偿的，无法购买”。
在谈到测验的第二步时，教宗说，耶稣帮助那位
富有的人，让他认识天主的面容。福音中说，“
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他”(参阅，谷十21)。教
宗解释说，信德不是源自义务，而是接纳爱的注
视。“在这种方式中，基督徒生活会变得美好，
如果这生活不是以我们的能力和计划，而是以天
主的注视为基础”。因此，第二步是问，“你的
信德是否疲倦、你愿意重振信德吗？（你要）寻
找天主的注视：你在朝拜圣体中，让自己在告解
圣事中得到宽恕，站在十字架前。总之，让自己
被天主所爱”。
最后一步是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按照对“爱的基
督信仰说‘是’来生活。教宗指出，“没有恩
典、没有无偿给予、没有爱德善行的信仰，最终
会让我们悲伤”。教宗邀请信众自问：“我的信
仰如何？我是将信仰视为机械性的，是与天主间
的一种义务和利益关系吗？我记得滋养信德、让
自己被天主爱和注视吗？我有被祂吸引，并且自
由地作出回应吗？”

教宗开启世界主教会议进程：
这是恩宠的事件，而非教务会议

教宗接见神学研究小组：
拆毁阻隔的墙壁，建立共融的桥梁

教宗三钟经：救恩是一份恩典

教宗公开接见：福音本地化尊重各族人民，而非强加于人 

教宗方济各接见天主教与东正教圣依勒内神学研究混合小组  (Vatican Media)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华
文教务促进会（ Archdiocesan 
Chinese Language Apostolate 
Commission）于10月9日举行会
员大会暨改选。原本应该于去年
2020年举行的大会，因为疫情的
关系，在总主教的允许下，延后
一年举行。
大会是以青年局代表们的歌颂赞
美中开始，接着大会主持人-李
喜云姐妹接棒，一一介绍及邀请
促进会的指导神师 – 李义兴神
父，卸任主席 – 王先贵兄弟，
及吉隆坡总教区的大家长 – 廖
炳坚总主教，向会议的代表们致
辞。
卸任主席王先贵兄弟，在致辞时
除了感谢过去五年的理事们的合
作之外，也以：天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勉
励来届的理事们。他以路加福音
11：28，耶稣说: " 那听了天主
话而遵行的人，是有福的"来勉
励会议中的代表们勇敢地成为天
主所拣选作为祂的工具，这是天
主的恩赐，千万不要拒绝，因为
那些有信德和服从并与耶稣共融
在一起的人都是有福的。同时，
他也感谢廖炳坚总主教一路来都
以行动出席吉隆坡华文教务促进
会所举办的活动，致以万分的钦
佩。也感谢前指导神师黄天赐神
父，在他任期内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关系与合作，还有他那孜孜不
倦的教导与带领，也衷心感谢目
前在任的指导神师李义兴神父的

代领和互相密切的配合与指导。
而指导神师 – 李义兴神父也感
谢理事们在他接替黄天赐神父的
时候，不断地给予帮助与分享，
让他很快地可以了解促进会的运
作。
廖炳坚总主教也一样感谢劳苦
功高的卸任理事与局长们， 他
也赞赏说，在目前的疫情当下，
但是，通过科技还是可以相互沟
通、联系。但也特别希望促进会
可以主动关怀独居，年迈的的教
友，保持人与人的联系，一起去
经历耶稣，与天主建立更好的关
系，还有他在晋牧时的4个L的社
群：The Last，The Little，The 
Lost，The Least。若望福音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
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
结许多的果实，因为离了我，你

们什么也不能作。最后，在圣堂
即将开放之际，有很多教友会踊
跃地参加弥撒，不过也会有迷失
的弟兄姐妹，主教邀请大家要把
天主的子民带回教会。
在致辞后，就进入了文书，李喜
云姐妹的的促进会2018-2021的
活动报告及张慧容姐妹呈现的促
进会财政报告。然后，促进会属
下九个任务局也轮流做各自的报
告。在一番的报告后，今年的大
会增设一项特别的议案，就是“
议决通过促进会的新修改章程”
，整个修章工作是依据本会的标
语“承担与同行”，一方面“承
担”先贤们创立本会的宗旨，同
时与“同行”者迈向福传之道；
结果在与会的投票下，以98%的
百分比通过。
此后，指导神师宣布正式解散“

第十三届吉隆坡华文教务促进会
理事会（2018-2021）”。紧接
着，就是负责改选的议长王秀明
兄弟及其芥子心的团队进入，主
持改选。
在天主圣神的光照下，新届的理
事会正式出炉，李义兴神父及廖
炳坚总主教一同主持了派遣礼和
降福。
当选主席 – 陈开长兄弟，在致
辞时，感谢支持他的代表们，也
感谢卸任主席过去五年的努力付
出，希望在新届理事们的共同努
力下，可以把总教区的华文教务
做的更好，同时也要求大家的祈
祷。
活动时长三个小时半，在来到了
尾声时刻，前指导神师 – 黄天
赐神父也上线和大家打招呼及大
合照。

第十四届吉隆坡华文教务促进
会理事会（2021-2023）：
总主教 ：廖炳坚总主教
指导神师：李义兴神父

主席：陈开长John Tan（十五
啤玫瑰堂）
副主席：陈印宏Christopher 
Tan（巴生救世主堂）
秘 书 ： 黄 其 艳 A d e l i n a 
Wong（蒲种瓜达卢佩圣母
堂）
副 秘 书 ： 王 祖 辉 I g n a t i u s 
Wong（芙蓉圣母往见堂）
财政：廖文龙Eric Liow（加
影圣家堂）
查账：陈逸翔Dominic Tan（
文良港善牧堂）
查 账 ： 胡 永 强 R a y m o n d 
Hoo（八打灵圣依纳爵堂）
理事：陈书和Eric Tan（啤律
耶稣圣心堂）

任务局：
圣召联谊局：谢国雄
圣事礼仪局：文翠芳
信仰培育局：陈恒正
宗教交流局：林主栲
福音传播局：萧伟强
全人发展局：陈玲玲
家庭生活局：彭永渊夫妇
圣经局 ：刘永康
青年局 ：黄健顺

（文：黄其艳／黄健顺）
（图：黄健顺）

第十四届吉隆坡华文教务促进会理事会（2021 -2023）出炉

（吉隆坡讯）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于上星期日，10月10日由教宗方
济各在梵蒂冈的圣保禄大教堂正
式揭幕仪式。
这一周，进入教区阶段，我们，
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天主教主

教团由施恩天主教发牧函给每个
教区推介主教团会议的第十六届
常务会议，主题为：以共融、参
与及使命来体现共议性的教会。
牧函的内容：

（哥打峇鲁讯）因疫情的关系，
法蒂玛玫瑰圣母堂在其历史上第
一次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庆祝其
堂区的主保庆日 - 通过线上举行
玫瑰经、敬礼圣母和弥撒。
自从冠病疫情大流行和实行行动
管制令（MCO）至今，所有堂区
活动都被迫停止了，即使是每周
一次的周五弥撒，教友也无法聚
集在一起。
在堂区牧民委员会（Gerard Yeo） 
，FMM修女（Angeline Poh 修女
和 Winnie Voon 修女），志愿者
和本堂主任神父Fr Francis Andrew
的策划，领导及协助下，从10
月3日开始，堂区的主保庆日通
过“Zoom”平台来进行五天的庆
祝活动。

今年的主保庆典主题是：圣母玛
利亚，天主之母。庆祝活动于晚
上8点开始诵念玫瑰经，接着是敬
礼祈祷和法蒂玛圣母经，最后是
向法蒂玛圣母祈祷。弥撒是由Fr 
Francis主持，宣讲福音则是由被邀
请来的司铎为当天的福音证道。
 在无预警的情况下，第一天的庆
典活动，教友们都惊讶和欣喜若
狂，因吉隆坡总教区廖炳坚总主
教为庆典宣讲福音，主题是：玛
利亚，和平之后。接下来的庆典
活动有来自槟城北海圣母玛利亚
诞辰堂的Fr Dominic Santhiyagu宣
讲福音，主题是圣母玛利亚，罪
人的避难所。来自霹雳州华都牙
也，圣若瑟堂的Fr Edmund Woon 
为第三天的庆典主题：玛利亚，

受苦者的安慰给于证道。接下来
的两天庆典活动，有来自马六甲
圣方济各沙勿略堂的  Fr Moses 
Rayappan宣讲福音，玛利亚，希
望之母。
在10月7日庆典活动达到高潮，在
玫瑰圣母庆日当天，施恩天主教
宣讲了当天的主题，玛利亚，最
可爱的母亲。
在庆典活动中，每天大约有50至70
名教友和朋友来自不同地方的，
实兆远、吉隆坡、马六甲、新加
坡、沙巴和印尼，一起来参加颂
念玫瑰经、敬礼和弥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友说：“
这是一场美丽又协调一致的活
动，尽管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网上
进行，对网络技术知识的缺乏，
但是还是设法将堂区的人们聚集
在一起，虽然我们不能在实体上
在一起。  

（古晋讯）为配合砂拉越元首敦丕
显斯里泰益玛目的85岁诞辰，其他
宗教事务单位（UNIFOR）于10月
8日主办了非伊斯兰宗教团体的聚
会。
当天出席者有副首席部长拿督阿
玛道格拉斯乌加恩巴斯、古晋天
主教的傅云生总主教、国务秘书
拿督阿玛乔尔萨米恩、副国务秘
书拿督伊帕洪乔伊克、地方政府
和房屋部部长拿督斯里沉桂贤、
助理部长公用事业（农村电力）
拿督李万拉刚，砂拉越州立法会
议副议长拿督杰拉瓦， 和其他宗
教领袖。
拿督阿玛道格拉斯表示，泰益在砂
拉越多元种族信仰和文化社会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为建立稳固
的种族团结与和谐以及政治稳定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拿督阿玛道格拉斯说：“尽管存在
宗教和种族多样性，砂拉越今天是

团结、和谐和稳定的典范。这次聚
会反映了砂拉越的包容、和谐、团
结、稳定和进步。俗话说，‘架起
的桥梁越多，我们之间的恐惧和偏
见的余地就越小’。”
傅云生总主教代表砂州基督徒朗诵
感恩祷文，感谢州元首领导砂拉越
的恩赐，并祈求天主赐予他智慧和
健康的祝福。他也为泰益祈祷，继
续带领国家走上和谐统一的道路，
在他目前的领导下，砂拉越将继续
成为“全马子民和平共处、和谐生
活”的典范。
拿督阿玛道格拉斯向在场人士保
证，州政府通过UNIFOR不断支持
砂拉越的非伊斯兰宗教，并希望所
有人都积极和支持一个和谐统一的
砂拉越。
除基督徒外，佛教、锡克教、道教
和印度教的领袖们都在各自的圣书
中祈祷、诵经和背诵，为州元首祈
求恩典和身体健康。许多出席的人

对泰益的祈祷感到印象深刻，并认
为这是适合砂拉越的特殊经历，因
为它是一个以团结和和谐共处着称
的州属。
“在我们的许多信仰传统中，避免
误解的最好方法是一起做好事，一
起祈祷，一起寻找共同的目标。我
相信所有宗教都教导他们的追随者
这样做。”
拿督阿玛道格拉斯说：“虽然我们
可以彼此相互接触以建设兄弟般的
情谊，但世界其他地区却因内在
的宗教狂热和种族冲突而四分五
裂，”他希望其他宗教事务单位继
续组织类似的活动，将不同宗教机
构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共同加强和
巩固彼此间的联系。
UNIFOR是由已故首席部长丹斯里
阿德南沙登 (Tan Sri Adenan Satem) 
或 Tok Nan 成立，作为促进不同
信仰间对话、理解与合作工作的机
构。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第十六届常务会议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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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仰一起为砂拉越州元首祈祷

哥打峇鲁堂区庆玫瑰圣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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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亚洲新闻） - 候任
香港主教周守仁（Stephen 
Chow Sau-yan）公开了他的
主教座右铭和牧徽，祝圣礼将
于12月4日在圣母无原罪主教
座堂举行。

他是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
今年 5 月 17 日获教宗方济各
任命为香港教区主教。

此后，他只出席过一次新闻
发布会。现在公布了他的牧徽

和座右铭，显露更多他如何看
待新的牧职。

座右铭《愈显主荣》遵循他
所属的耶稣会的格言，要为上

主带来更大光荣的态度来生活
及服务。牧徽顶部的字母 IHS 
对耶稣会的标志。

然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徽
号下半截的香港形象，即连接
青衣岛与九龙半岛的现代悬索
青马大桥。它象征教会的使命
成为不同界别走过来相遇的桥
梁，而桥梁是教会的持续使
命。

选择青马大桥很重要，因为

它连接香港领土的两个不同部
分。它不像「港珠澳大桥」那
样是世界上最长的斜拉桥，
它通过大陆连接香港和澳门中
国。

牧徽中心符号，代表了多元
而合一，彼此尊重，以同理心
来理解。它们交织一起，象征
结合相互关联的共同性，并由
环境的圆圈象征朝着“更大的
整体”来发展，需要“尊重每
个人的独特性和独立性”来实
现。

牧徽包含两种动物：一只衔
着橄榄枝的鸽子，是圣神的象
征，「这是天主珍惜生命和爱
的承诺」；另一不寻常的是一
只长颈鹿。长颈鹿有“大心
脏” 象征“广纳和慷慨”，“
长脖子使它拥有无际的视野和
深远的愿景”。

仰光（信仰通讯社）—亚洲主
教团联盟主席，缅甸仰光总主
教区总主教貌波枢机正式宣布
开启亚洲真理电台新App，为
传播天国喜讯、播种希望再添
新工具。于十月十一日在仰
光总主教区总主教座堂举行
的隆重仪式上，貌波枢机表示
对亚洲真理电台在数码传媒领
域迈出的又一步感到高兴。指
出，“像圣保禄一样，我们蒙
召宣讲福音。真理电台是名副
其实的亚洲传教士、是基督信
仰在亚洲的声音”。“新应用
程式全面考虑到了所有人的需
要，真理电台不断借此提供精
神和道义方面的支持”。貌波
枢机鼓励缅甸和亚洲的主教、
司铎、男女修会会士和平信徒
们“用它祈祷、培育和传播要
理”；帮助司铎和会士们的“
牧灵服务、促成人们不断与天
主圣言保持密切联系”。缅甸
枢机还提到了亚洲真理电台为
各国和各地方团体提供的方言
服务。
真理电台首席内容编辑菲罗
斯·费尔南德斯神父指出，“
新App将增进人们分享信仰的
意识”。亚洲真理电台马尼拉
站主任维克多·萨达亚神父表

示，“正在加强二十一种亚洲
语言的福传服务。新App启动
后，我们的听众们将更容易收
听电台的节目内容”。
亚洲真理电台是亚洲主教团联
盟于一九六九年创办的，旨在
向亚洲人民传播福音、推动亚
洲各族人民的传播交流。
随着数码媒体传播的普及，亚
洲主教团联盟于二O一五年开
始了网络传播服务，现在，又
增添了移动应用程式的服务。

亚洲传教士真理电台开启新APP

（ 梵 蒂 冈 新 闻 网 ） 菲 律 宾
天 主 教 主 教 团 向 该 国 首 位
诺贝尔奖得主雷萨（Maria 
Ressa）女士表示祝贺。今年
10月8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宣
布现年58岁的菲律宾记者雷
萨女士和俄罗斯记者穆拉托
夫（Dmitry Muratov）共同
分享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殊
荣。
菲 律 宾 主 教 团 主 席 巴 列 斯
（Romulo Valles）总主教于
10月11日发表声明，写道：
「我们作为你们的牧者和主
教，渴望与全国上下同声祝
贺 雷 萨 女 士 获 得 诺 贝 尔 和
平奖，以表彰她捍卫言论自
由的努力。」近代的历任教
宗强调了媒体作为「民主社
会健康指标」的重要性。因
此，「雷萨女士的工作获得
应有的敬意，以及媒体自由
获得认可，这件事并不让教
会感到意外」。
巴列斯总主教指出，在全球
范围内，「记者的工作变得

越来越困难，因为通过社交
媒体的渠道，不实资讯和虚
假 信 息 不 断 扩 散 开 来 」 。
为此，媒体工作者的「圣召
和使命不仅在于促进寻求真
相，更要协助建设对话的文
化」。菲律宾神长们很高兴
雷萨女士和许多媒体工作者
已经「分辨出时代的讯号，
果敢地作出回应，并持续回
应这份特殊的邀请」。

雅加达（亚洲新闻） - 在每年 
10 月 11 日庆祝国际女童日之
际，印尼修会修女协会（IBSI）
举办了一场名为“我们这一代
的数字一代”的网络研讨会。
IBSI 的保护和护理部门
（Talithakum Indonesia）促进
了网上谈话。
参加会议的有男女修会人士以
及在教育领域工作的非专业人
士，克里斯蒂娜·弗兰西斯卡
（Kristina Fransiska）修女和列
维塔（Kristina Fransiska）修女
与两位儿童保护和人口贩卖方
面的专家进行了交谈。
护理部门 的负责人尤瓦尔尼（ 
Catharina Sri Juwarni ）修女
说，与歧视女孩相关的问题已
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并迫使
修会会众指派人员在地方一级
监督她们。
“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我们才
能从我们的社会中根除这个问
题，”修女说。
来自妇女赋权和儿童保护部
的佩尔维安蒂（ Ciput Eka 
Purwianti ）谈到了数字教育和
适当信息的重要性。
根据通信和信息部的一份报
告，印尼 73.7% 的人口是活跃
的互联网用户；即 2.702 亿中的 

1.967 亿。大约 30%（7950 万）
是年轻人；其中，25.6% 的年龄
在 5 至 18 岁之间。
数据显示儿童保护必须如何包
括社交媒体，并经常将自身表
现为一个教育问题。
对于佩尔维安蒂来说，“如果
父母用手机和平板电脑来逗孩
子，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有时是父母依赖社交媒体。”
后者作为信息来源的作用也应

该重新评估。
“通常来自社交媒体的一切都
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佩尔
维安蒂说，“但我们应该通过
传统媒体进行检查和验证，以
免冒着传播恶作剧和假新闻的
风险，”她补充道。
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互联网用
户面临网络欺凌、自残和自
杀，以及网络色情和游戏成
瘾，但“作为教育工作者和教
师，我们严重缺乏对现代无线
设备和社交媒体的了解。”

菲律宾主教向该国首位
诺贝尔奖得主表示祝贺

印尼修女呼吁停止歧视女孩

（梵蒂冈新闻网）韩国水原教
区山本洞堂区的奉献玫瑰经念
珠协会，于2020年2月当地的
玫瑰圣母堂庆祝25周年的机会
上，决定制造1千万串玫瑰念
珠，随后在网上出售或者寄往

海外传教区，来鼓励信众祈祷
并活出基督指出的道路。
据《天亚社》报道，协会主席
赵南邱（Cho Nam-gu）神父
向韩国天主教时报表示，他们
不但将念珠寄给在海外传教的

司铎，还把念珠送给儿童，尤
其是在初领圣体的机会上。他
们也将念珠出售，来支持海外
传教工作。
该协会最初由35人组成的义工
小组，去年向巴布亚新几内
亚、秘鲁和南苏丹的传教区寄
送了1600串玫瑰念珠。今年，
则向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传教区各寄发了600串念
珠。
义工小组由永援圣母修女会
的金仁淑（Kim In-suk）修
女带领，她坚信，制造这些玫
瑰经念珠所付出的努力，能鼓
励人们祈祷。这些念珠是用新
的材料和回收的旧念珠制造
的。修女解释，玫瑰经念珠始
终伴随著祈祷，她祝愿那些收
到念珠的人“成为带领诵念玫
瑰经的动力”。金仁淑修女表
示，“圣母玛利亚照顾我们，
当我们能够把念珠寄发给海外
传教区时，我们为称扬圣母圣
心而感到高兴”。
今年，透过出售玫瑰念珠和捐
款，共收集并向海外传教区寄
送了约3659000韩元（3059美
元）。最后，赵南邱神父表
示，“尽管新冠疫情带来困
难，我们的信友们完成了一项
传教活动”，堂区要为这活动
能够有更大的发展而努力。

候任主教周守仁的牧徽: 包括青马大桥、
“慷慨胸襟”和“广阔视野”的长颈鹿

韩国水原教区继续制造
玫瑰经念珠以支持传教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