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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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地咬教区-高略主教的圣诞节文告
尽

管 我 们 仍 在 经 历 新 冠 疫 情 - 1 9（
COVID-19） 大流行，但庆祝圣诞节
的精神依然风雨不改的酝酿着气氛及活跃起
来。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庆祝圣诞节
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
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
亡，反而获得永生（若望福音 3:16）
在疫情大流行之前，我们基督徒对世俗世
界的圣诞节庆祝活动感到欣喜若狂，对一些
人来说，这只是一场表演，对圣诞节的真正
含义没有深入的去理解或探讨。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如果我们在这个将临
期中花时间反思，我相信我们会体验到天主
对我们的爱。亘古至今，祂以多种方式来和我

（梵

蒂冈新闻网）“请领受我们信仰
的这个标志，基督的真理和爱的
讲台，并用你的生活、行为和言语来宣扬
它”。从2022年元月1日起，信仰深厚及人
性成熟的男女平信徒在由自己的主教主持
的礼仪庆典中，将藉著这句劝言接受要理
传教员的职务。
今年5月10日，教宗方济各以《古老的职
务》手谕正式设立了平信徒要理传教员的
职务，12月13日又批准和公布了建立要理
传教员特定礼仪的标准版本。全世界各
主教团将根据这个范本阐明要理传教员
的面貌和角色，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培育行
程，并教育信友团体接纳这项职务的涵
义，不将之与其它职务混淆。
建立要理传教员职务的仪式将可在弥
撒或圣道礼仪中举行，标准版本也明定了
《旧约》和《新约》中的经文，并也依循明
确的规则进行，即：劝勉、邀请祈祷、降福
和授予十字苦像。
圣座礼仪及圣事部部长罗赫（Ar thur
Roche）总主教在公布标准版的同时，附
上一封写给各主教团主席的信函，对要理
传教员的职务作出几项注释。
他首先澄清这项职务的性质，说明这
是“为地方教会提供的固定服务”，尤其
是“平信徒的职务，他们因著领受圣洗具
有共同的身份”，因此这项职务“在本质
上有别于”司铎职务。
“依照圣洗圣事”，
要理传教员蒙召“在地方教会内负起宣讲
和传递信仰的责任，与圣职人员合作并在
他们的领导下履行这项职责”。
罗赫总主教表示，在这项职务的多种形

们沟通，通过先知，包括差遣祂的儿子（希伯
来书 1：1-2；迦拉达书 4：4）来照亮我们通
往永生的旅程中的道路。但是，很可惜是，当
下还是有很多不信的人在我们当中，正如洗
者若翰和耶稣的时代一样。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圣诞节是给人类充
满希望的时刻，可以体验到天主、人类和祂
的创造物之间的和平、喜乐、正义与和谐。然
而，我们也遇到某些人对天主的信德薄弱的
时候。这些情况是处处可见 - 关于人类彼此
间如何相处及对待，在他们生活中又如何对
待我们的天主精心为人类准备和馈赠给我们
的环境。他们没有感受到天主与我们同在因
为他们看不到天主的存在。

兄弟姐妹们，在COVID-19大流行期
间，圣诞节以适度的方式庆祝。不要在
庆祝活动中过火，并始终牢记遵守防
疫措施。
让我们记住庆祝活动的真正目的和原
因，并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身
上所提供的精神食粮，这是我们在
Covid-19大流行时期最需要的。
本着世界主教会议的精神——
共融、参与和使命，祝您圣诞快
乐，2022 年新年快乐。
主内平安喜乐
高略主教
根地咬教区

建立要理传教员职务的
新礼仪将于明年初生效

式中，以两个主要类型为特征：一部分要
理传教员履行讲解要理的特定任务，其
他的则参与各项使徒工作，如带领团体
祈祷、照顾病患、主持葬礼、培训要理教
员、协调牧灵活动，以及帮助穷人。
罗赫部长在信中强调，由于这项职务具
有“一种强烈的圣召价值，要求主教作出
应有的分辨”，并非所有被称为“要理传
教员”或从事牧灵合作服务的人都必须接
受这个职务授予礼仪。特别是以下情况不

该接受这个礼仪：执事和司铎的候选人、
男女会士，不管他们所属的修会是否有要
理讲授的特恩，以及学校宗教课的老师和
那些专为教会运动成员服务的人，因为他
们的“宝贵” 职务是运动负责人而非主
教授予的。
至于那些陪伴青少年和成年人入门圣事
的人，他们也无需在这特定的职务中接受
职务授予礼仪，但在每年的要理讲授开启
时，应接受“教会的公开派遣，透过这项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 咨询阶段
吉隆 坡 总教区世
界主教代 表 会 议
2023- 问卷
https://archdioceseklsynod.org/

美里教区问卷（一）世
界主教代表会议2023
https://bit.ly/cnsyn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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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遣接受托付于他们的不可或缺的职务”
。但这不排除，依照能力和牧灵需求，他
们中的一些人能够被任命为读经员或要
理教员。
信函接著表明，每个主教团的任务是阐
明要理传教员的面貌和角色，以及为实施
这职务应予以配合的工作。换句话说，不
仅为候选人提供相应的培育进程，也应帮
助信友团体对这职务的意义有所了解。
信函以“司铎不固定存 在”的情况为
例，解释道，教会法典规定能委托一位平
信徒“参与一个堂区的牧灵关怀工作”，
但需“教育信友团体不可把相关要理传教
员视为神父或执事的替身”，而是与司铎
合作的一个平信徒，
“好让所有人都能得
到牧灵关怀”。
最后，罗赫总主教的信函提到接纳男
女要理传教员职务候选人的必要条件。
他们应有“深厚的信仰和人性上的成熟”
、
“应能接纳、慷慨和度友爱共融的生活”
、接受过“应有的圣经、神学、牧灵和教
育学培育”，并且领受了基督信仰入门圣
事。每位候选人应先向自己的主教呈上“
自愿书写和签名”的请求书。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祈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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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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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将临期第四主日
（索米五1-4a；希十5-10；路一39-48a）
主内的兄弟姊妹：
将为我们诞生的耶稣，「祂的来历源於亘古，从太初就存
在；祂本人将是和平」（读经一：米五1，4a）。耶稣圣诞
与平安喜乐始终相连相通，意义一致；圣诞与平安是不可
分开的概念，是一体的事实。在将临期第四主日，我们其
实已经可以开始庆祝圣诞节了。虽然在礼仪的顺序上耶
稣还没诞生，但是耶稣确实已经降生成人，已经临在我
们中间；而玛利亚也已经是天主子耶稣的母亲了。因此，
在这主日的福音中，依撒伯尔很正确地称呼玛利亚为「
吾主的母亲」（路一43）。
这主日我们需要省思天主降生成人的奥迹，并且要如
同玛利亚和依撒伯尔那样对这奥迹作出信德的回应。这
两位女人是很有信德的人，她们全然相信「在天主前没
有不能的事」（路一37）。她们都充满圣神（玛利亚：路
一35；依撒伯尔：路一41），因此也必能指引我们在圣神
的道路上行走，因信德而生活。
「天主圣言」已在玛利亚胎中「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
中间」（若一14）。身怀成了血肉的圣言，玛利亚不但不躲
在自己家中，反而急速前去给依撒伯尔请安，也就是把
上主的平安带给依撒伯尔。依撒伯尔一接获上主平安的
问候，立刻就充满圣神，并且显示出圣神赐予她的恩惠（
参阅：迦五22-23；格前十二4-14，27-30）。她不但充
满喜乐，而且还说先知话，既是神恩性的话，也是解释天
主救恩的话。
依撒伯尔充满圣神的先知话，让我们认识玛利亚的身
份：玛利亚是上主的母亲，是蒙祝福的，是相信了上主
的话必要完成的人。圣母玛利亚往见依撒伯尔的行动，
也让我们认识圣母玛利亚的为人：她及时把上主带给我
们，使我们获得平安；她更要我们分享她的信德，使我们
也成为有福的人。认识圣母玛利亚的身份和效法她的为
人，就是我们庆祝将临期第四主日的焦点。
圣母玛利亚是上主的母亲，她把本是和平的上主带给
我们。这是我们从《米该亚先知书》中获得的希望和肯
定。《米该亚先知书》在叙述结构上交替着两种不同类
别的预言：它首先指责以色列子民对天主的不忠，并宣布
天主将惩罚他们欺压穷人的罪行，撒玛黎雅和耶路撒冷
必遭毁灭（米一～三）；然後又对以色列子民作出拯救和
幸福的许诺，宣布天主必要赐给他们一位默西亚，祂将
以天主的能力和权威牧放他们（米四～五）。这预言接着
又再次阐述天主申斥以色列子民的忘恩负义和腐败（米
六1-七6）；最後则因天主自己的忠信和慈悲使得以色列
子民能够重新庆祝希望（米七7-20）。
这两种不同类别的预言诉说当时不同的历史背景，也
讲述以色列子民内心中的状况。以色列子民开始意识到
他们生活的空虚，因而向天主的救恩打开心门。他们那时
已经从充军归来，已经是自由的，但他们仍在期待获得
完全的释放。那是他们的「将临期」，等待「本人将是和
平」的那位来牧放他们，使他们安享太平（米五3-4）。
这种等待和平的心境充斥每个虔诚的天主子民的心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12.14. 将临期丙年第三周星期二

圣十字若望圣师 纪念

赤

足加尔默罗会士，教会的圣师。是改变了我从，
理智步入信德的神师；是开展了我灵修道路的神
师；是打开了我信仰之门及圣召的关键人物。
圣女小德兰喜欢他，他的灵歌深深的影响着她，让她
爱不释手；当然提到大德兰，不能不提到十字若望，年
龄没有阻碍他们成为了改革的好拍档，他们见证了一
个世代的灵修的结束，打开了许久沉闷又失去恩宠的
信仰生活。再次把神秘恩宠的精髓给了我们非常清楚
的教导。这个教导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正是
如何懂得分辨神类；懂得分辨恩宠，来自天主的，来自
魔鬼的，还是因欲望下谋取的。
圣若望保禄二世更是仰慕着圣十字若望的灵修，而
他自身也真实的在这默观之路上见证了十字若望，十
字架上的光辉。圣女艾迪斯坦，十字架的爱的科学，这
是爱的极高恩宠，爱在十字架上的奥秘；近代中的圣
人，还有真福玛利尤震，更是因着这位圣人，排除万难
的，加入了赤足加尔默罗，在十字若望的灵修指导下，
带来了十字架上爱的喜乐！
是的，我真的很高兴，在我的修道历程中，不单遇到
好神师，也拥有了永远的神师，也就是圣十字若望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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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与平安相连相通
期待天主光荣的显现

灵。这是一种积极警醒的等待，以致他们能即刻察觉和
分辨出和平之主来临的徵兆。因此，依撒伯尔一听到圣
母玛利亚的请安，立刻就认出是上主驾临她那里（路一
43）。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认出上主来临的人，除了
依撒伯尔外，还有白冷城郊区的牧人们，在圣殿的西默
盎和亚纳。牧人们听到众天使对天主的赞颂：「天主受享
光荣於高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路二14）；西默盎
赞美天主说：「主啊！现在可照祢的话，放祢的仆人平安
去了！」（路二29）；亚纳则为所有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
的人称谢天主（路二38）
实际上，将临期并非只是在等待上主的来临。将临期
首先是肯定上主已经来临，然後才等待祂的再次来临。
在将临期间，我们以肯定的信德庆祝上主已经临在我们
中间，这信德支撑我们对祂再次的来临保持希望，也确
保我们要看见祂的光荣。这种将临期的活力源自《米该
亚先知书》的预言，对我们仍然有效；它让我们更加警
醒地等待上主的来临，并把我们等待上主来临的渴望转
变成呼喊：「主耶稣，快来罢！」（默廿二20）
「主耶稣，快来罢！」我们能这麽呼喊，甚至敢这麽呼
喊，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救主，而且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大著作，帮助我时刻的修炼灵魂。这也是令我无法不
在许多的场合和机会中，介绍给大家这位圣人。一本
圣经，一套十字若望的灵修书籍；正如一本圣经，一本
师祖篇和一本十字若望的灵歌，就让小德兰的灵性充
满。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人能与这位西班牙的灵修大
师，在灵修道路上能交手。
一本圣经，一位好神师（或一生人受用的好书），
《攀
登加尔默罗山》，《心灵的黑夜》，《灵歌》和《爱的活
焰》对我而言，可以让我的灵魂忙碌一辈子。让我的灵
魂步履在耶稣基督和圣师的光照下，恩宠满溢。
圣十字若望是把灵魂交在天主手中的那一位。活着
的时候如此，临终时更是灵魂高唱幸福好运：主！我把
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位圣人，总是让我不得不
默想，十字路上的主耶稣；他的殉道，是我们世代最需
要的殉道方式，死于本性欲望，死于本性倾向，死于私
欲偏情。一个过度自我，自私，自利的世界和失去信仰
的个人主义，我们更加需要灵魂的炼净。
主来了，是为了救赎一切贫苦的人民，这里说的更是
灵魂的贫穷：背叛灵魂的行为，骄傲自夸，十字若望心
灵的黑夜的七罪宗；上主在黑夜里是如何的亲近我们
的心灵，破碎的灵魂。十字若望，把我们带进黑夜，勇
敢的面对主耶稣基督，走向主耶稣，在基督内，就是如
此，满全了福音的教导：信德救了我们！十字若望告诉
了我们，记得转向天主，记得注视天主！
如果你发现自己偏离了真道，只要能再转向天主，就
可以了！到底哪一个儿子是履行了父亲的意愿？就是最
后能回头，能悔改，能动的转向天主的那一位。

的和平救主。耶稣救主来重整我们与天主的关系，祂以
服从天主的旨意来拯救背逆天主旨意的我们：「天主，我
来了。我来是为承行祢的旨意」（希十9）；他又以自己的
身体作为祭献，转化我们对天主忘恩负义的心：「天主的
旨意就是让耶稣基督一次而为永远的献上自己的身体，
使我们得到圣化」（希十10）。
耶稣的自我祭献也使祂成了我们的大司祭，我们获得
天主救恩的唯一中保。这是一个极端痛苦的祭献；但这
正是天主救赎人的旨意。耶稣为了站在人这一边，以一个
人的方式进入世界，取了人的身体，成了真正的人；因为
天主只愿意以人的方式来拯救人。圣诞的平安引导我们
朝向复活的光荣。圣诞的平安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坚
定我们的心志，叫我们即使在日常生活的困苦和艰难中
仍然奋勇地仰望基督的十字架，全心期待天主最後光荣
的显现。
耶稣基督就要为我们诞生了，让我们欢欣喜乐罢！让
我们与圣母玛利亚一同蒙福，也与依撒伯尔和她的胎儿
若翰一同雀跃，一起在信德中庆祝基督伟大的平安！阿
们。
～ 张德福神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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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晋铎52周年，
慈悲、梦想、微笑和感恩

是其司铎生涯特征

（梵

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2月
13日庆祝晋铎52周年。当年的
贝尔格里奥于1969年12月13日晋铎，
那时未满33岁。慈悲、梦想、微笑和感
恩是教宗方济各52年铎职生活的显著特
征。教宗本人多次向神父们表示，这些
特征是司铎们更好地履行他们牧灵职务
的工具。
贝尔格里奥的圣召始于他17岁年少的
时候，那是在1953年9月21日圣玛窦瞻
礼日，他在办告解中体验到天主慈悲的
经验。“在告解之后，我感觉到改变了
什么，我不再是从前的我。我确定听到
一个声音，一个召叫：我确信我该成为
神父。”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5月18日

圣神降临节前夕守夜礼中叙述了这个经
验。毫无疑问地“天主慈悲的经验”始
终贯穿在贝尔格里奥的司铎圣职的服务
中，这可以从他当选教宗牧职后，仍然
选择了他做主教时就已使用的格言“因
仁爱被拣选”中看出。
由此，“慈悲的召唤”成为2015年至
2016年特别禧年的主题，这主题也经常
在教宗的讲话和对司铎的谆谆教导中回
响：“司铎是一个慈悲和同情的人，亲
近他人的人，是众人的仆人。”“慈悲
意味著疗伤”，尤其是在忏悔圣事中，
司铎们能够施予天主的慈悲。为此，教
宗敦促聼告解司铎们成为“聆听的使
徒”，而不是“手持鞭子”之人，去“

教宗期许国际明爱会：
愿你们成为教会的慈爱之手

国际明爱会成立70周年 (Vatican Media)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于12月
12日主日上午在推文中敦促国际明爱
会见证并活出教会对世界各地贫困弱
小者的爱，然后在当天中午举行的三
钟经祈祷活动中重申这一点。国际明
爱会的历史始于1951年12月12日，当
时国际明爱会应教宗庇护十二世的要
求，在罗马召开成立大会，旨在创建
一个全球协调机构来应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出现的所有人道主义需求并给
冲突的受害者提供援助。目前，全球
有162个国家和地区层级的明爱会，为
二百多个国家中的最弱势者提供服务。
教宗方济各于12月12日当天诵念
《三钟经》后，特别向国际明爱会致

意：“我邀请你们以谦卑和创意的精
神开展你们的服务，帮助最边缘化的
人们，并促进整体发展，好能矫正丢
弃和冷漠的文化。”教宗鼓励国际明
爱会成员勇敢迎接新的挑战，也期许
普世信友参与明爱会的仁爱工作，以
团体的力量照料人类共同家园。
值此国际明爱会成立70周年之际，
罗马宗座乌尔班大学于12月13日举
行一场以“与贫穷作斗争的七十年”
为主题的研讨会，在该次研讨会中，
国际明爱会发起名为“为了更好的明
天，今天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的全
球运动。为此，国际明爱会的齐班博
（Pierre Cibambo）蒙席接受梵蒂冈新

年轻时的教宗

接受、聆听并宣讲天主是良善慈悲、天
主总是宽恕、天主从不厌倦宽恕”。
司铎的生活应植根于祈祷和仁爱，从
不离弃信友；绝不摆出官员的架子，而
是全然奉献并不持“成见”；神父应
是“一天24小时属于天主的人，而不
是穿上礼仪服饰受人尊重之人”。教
宗于2018年9月15日在巴勒莫与司铎、
修会会士和修生会面时强调，对于神父
来说，“礼仪必须是生活的，而不是停
留在仪式中”；对每一位司铎、所有的
男女会士每天生活中比不可少的是：祈
祷、天主圣言和基督圣体”。
每个司铎都应是一个梦想家，就如同
闻网的采访，介绍国际明爱会在全球
仁爱工作的重要性。
齐班博蒙席首先表示，教宗于12月
12日当天邀请我们作教会的工具，教
会的使命是传教和宣讲福音，即是确
定无疑地宣讲天主圣言，但也是通过
为穷人服务而实现其使命，这是必不
可少的行动。教宗的话是对世界各地
继续这一行动的鼓励，使其作为教会
使命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接著，齐班博蒙席介绍道：“目前，
我们有162个成员，在二百多个国家和
地区开展服务工作，我们被公认为是
继国际红十字会之后第二大的人道主
义组织。我们从堂区到教区、从国家
到国际的层面都有我们的身影，见证
并应对紧急情况，陪伴团体尝试改善
生活条件，并准备著在必要时随时保
护他们，这是教会在全世界的使命。”
齐班博蒙席继续表示，“我们从创
会的12个成员，发展到了现在的162
个成员！1951年播种下的种子今天
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但它要继续不断
成长。”“教宗鼓励我们说，我们
还是个小孩子，我们必须不断成长壮
大。”
齐班博蒙席最后总结道：“正如教
宗在《愿祢受赞颂》和《众位弟兄》
通谕中指出的那样，始终需要通过审
视当今世界的挑战来服务、陪伴和保
护穷人，要著重指出当今世界的生态
和社会危机。不幸的是，贫困的新阶
段恰恰是这场生态危机，它将构成贫
困的新面容。为了应对生态和社会危
机，我们向普世教会发起‘我们共同
行动’的运动，继续努力促进人类普
世兄弟友爱情谊，教宗方济各的两道
通谕是我们今天行动的指南针。”

瓜达卢佩圣母瞻礼：为所有被丢弃的人诵念玫瑰经
（梵
蒂冈新闻网）12月12日是瓜
达卢佩圣母庆日，圣座拉丁
美洲委员会当天上午将在圣伯多禄广场
筹办公念玫瑰经活动，为“全世界的天
主教会”祈祷，特别关注“处于存在边
缘地区被丢弃者的呐喊”，以及新冠疫
情的受害者。今年的瓜达卢佩圣母庆日
恰逢将临期第三主日，在教宗方济各领
念《三钟经》活动中抵达高峰。
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在先前发表的公
告中表示，在信德、爱德和望德的感
召下，我们同属一个人类大家庭，作
为教会“我们表达对众人之母的爱”

，与教宗方济各一起在圣伯多禄广场
上庆祝瓜达卢佩圣母1531年12月9日至
12日在墨西哥城北部特佩亚克山丘上
的显现。
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的成员格拉
（Rodrigo Guerra）向本新闻网解释
说，“藉著诵念玫瑰经，我们开启祈
祷和公开作见证的行程，显示美洲的
天主教徒在瓜达卢佩圣母身上认出天
主之母和众人的母亲，她与我们相
连，要求我们在整个美洲大陆为建设
神圣之家，即天国作出贡献”。这项
活动也为2031年的瓜达卢佩禧年做准

备，届时庆祝圣母在墨西哥显现500周
年。
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在公告中，“
怀著福音的喜乐”邀请“所有信徒，
包括旅居罗马的拉丁美洲和菲律宾
团体、朝圣者、男女会士、枢机和主
教”在遵守预防新冠疫情的措施下聚
集祈祷。众信友共同怀著“拉丁美洲
的情感”，在“求同存异的标记”下
诵念《玫瑰经》，每一端将由不同民
族和文化的代表领念。圣座拉丁美洲
委员会主席奥莱特（Marc Ouellet）枢
机将主持这次祈祷活动的结束礼仪。

圣若瑟一样：不是坐在云端、脱离现实
的梦想家，而是从所看到事物背后的超
越性所在，那即是具有先知性的目光，
能够在迷茫的地方看到天主的计划。
事实上，司铎们应该“知道如何为他
所爱的团体梦想，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
保存现有的事物上，保存和保护不是同
义词！相反地，是从具体的现实开始，
以传教士的精神促进皈依和更新，让团
体不断成长”。司铎不应作“梦想伟大
的超人”，而是“有羊味的牧者”，也
就是说，能够梦想“整个教会去服务”
和“一个更加友爱和团结的世界”，摈
弃“自我为是”，而是把“天主与人”
置于生活的中心。
司铎是一个在福音的光照下，把天主
的神味传播到他的周遭，并将希望传递
给那内心不安的人的心灵深处的人。神
父只有与天主在一起，才能成为“喜乐
的使徒、培养为弟兄姐妹和教会服务的
感恩之情”。教宗不断鼓励司铎们常怀
感恩及感激之情，他说：“只有当我们
能够为那些所有爱、慷慨、关怀和信任
的行为去沉思和感谢，以及我们被宽
恕、被忍耐和被同情时，我们才能让天
主圣神赐予我们更新的清新气息，并保
持希望之火焰长燃不熄”。

教宗三钟经：
把信仰转化为具体举动

（梵

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2月12
日将临期第三主日在梵蒂冈宗座
大楼书房窗口主持三钟经祈祷活动。当天
福音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该做什么
呢？”群众、税吏和军人先后重复这个提
问，他们被洗者若翰宣布上主临近了的宣讲
所触动。这是一个与我们生命的意义有关的
问题。教宗说，我们也不该害怕向上主重复
这个提问，尤其是在这降临期。
教宗解释这提问时说，提出这个问题，不
是“义务”，而是被上主来临“所感动的
心”的“热情”。耶稣来临的喜悦让我们
说：“我们该作什么呢？”但是天主把这个
问题提升到更高层次：我该如何运用自己的
生命？我蒙召作什么？这为我能成就什么？
就如福音提醒我们的，这意味著“生活给
了我们一项任务”，生活并非“没有意义，
它不是偶然的”。“生活是上主赐予我们的
恩典，祂对我们说：去发现你是谁，去努力
实现你的人生梦想！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
个人都有一个要完成的使命。因此，我们不
应害怕询问上主：我该作什么呢？我们要时
常重复这个问题”。 我们也要重复说，“
我该为自己和弟兄姐妹作什么呢？我如何为
教会和社会的益处做出贡献？”在这将临
期，“我们要扪心自问，该为耶稣和他人做
什么！”
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生活的“现实状况”
做出贡献，这也是福音所教导的。群众、税
吏和军人向洗者若翰提问“我们该作什么”
时，他给他们不同的答案。教宗强调说，“
这教导我们，信仰与实际生活结合”。它触
及到人自身并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至于每个人如何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教宗
说，“让我们做出即使是微小的但适合我们
生活状况的承诺，在这准备将临期的时期继
续该承诺。比如，我可以给那个孤独的人打
电话、探望那位年长者或病患、为贫困者和
有需要者服务做些事情。再来就是，我或许
需要请求宽恕、一个情况需要澄清，一个债
务需要偿还。也许我忽略了祈祷，在很长时
间后现在是接近主的宽恕的时刻了。弟兄姐
妹们，让我们找到具体的事情并去做吧！”
愿圣母玛利亚帮助我们。
按照传统，将临期第三主日也是教宗降福
用于装饰马槽的耶稣圣婴态像的日子。教宗
方济各遵循此传统，在带领信众诵念三钟经
后，降福了在场儿童手中高举的耶稣圣婴态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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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教会协会呼吁基督徒
履行他们的道德义务来投票
（古

晋讯）砂拉越教会协会
（ACS）在第12届砂拉越州选
举的牧函中呼吁所有基督徒“在天主面
前”根据自己的良心投票。
傅云生总主教表示，砂拉越教会协会
（ACS）没有支持任何候选人或政党，
但是身为砂拉越子民，呼吁所有基督徒
出来投票。这是对基督徒和砂拉越子民
的号召，将投票视为履行对社会的道德
义务，并根据他们‘在天主面前’的良
心投票。

博云生总主教在12月13日的牧函声
明中说：“砂拉越教会协会（ACS）作
为一个宗教组织，不支持任何政党候选
人，同时敦促所有人都应要投票，这是
作为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的一部分。”
这牧函中有来自古晋的博云生总主教，
诗巫的许德光主教和美里的吴对龙主教
的签署。
其他签署人还包括来自砂拉越和汶莱
圣公会拿督Donald Jute主教，砂拉越华
人年议会刘会明主教，砂拉越伊班年议

会Bonnie Sedau主教，婆罗洲福音教会
Agong Bina牧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
Edmund M. Liah牧师和救世军的Major
Francis Ng。
牧函中声明说“通过投票，我们可以让
我们的政府和候选人持有负责的心，言
行一致；履行对人民的承诺；为所有人
的共同利益和福祉而努力；捍卫各种族
和宗教的自由，并确保对砂拉越多元化
的相互尊重与接纳、和谐与团结。”
在牧函中，砂拉越教会协会（ACS）建

议所有基督徒在投票之前进行辨别，衡
量及考虑政党和候选人在发展、公民权
利以及宗教自由、福利和对砂拉越人民
的关注方面的完整性做出正确、合理的
判断。

黄士交总主教在无玷圣母庆日

举行圣若瑟年结束弥撒

(亚

庇讯) 黄士交总主教于12月7日
晚上在圣心座堂举行的圣若瑟年
结束弥撒讲道中，鼓励教友继续再阅读
教宗方济各的宗座牧函‘以父亲的心’
，以增加我们对他的敬礼，并仿效他的
美德，尤其是劳动表现的喜乐，对天主
旨意的开放，并对父亲尊严的敬礼。
当晚事先在线上登记的，有三百二十
人实体出席弥撒，共祭的神父列有七
位：罗志康神父，锺胜利神父，西满威
廉神父，Russel Lawrine神父，刘志强
神父，Tony Mojiwat神父及Andrew金神
父。另外，该弥撒也透过圣心堂优管作
线上直播，让居家教友一起参与。
讲道中，总主教指道童贞玛利亚是天
主出于爱的拣选，赋予她始胎无原罪的

恩宠，以准备她为基督的母亲，成为新
夏娃，所有人类的母亲，首位被基督救
赎的人，成为圣洁无暇，活在祂爱的临
在中。教宗比护第九世于1854年12月8
日宣告“圣母无染原罪”为“当信的道
理” 或不能错误的教义：天主造生玛利
亚时，便计划由她完成自己的最伟大的
工程，让她的肉体与灵魂无染原罪，好
能成为天主降生成人的‘’约柜‘’。
换句话，荣福童贞玛利亚，曾因全能天
主的圣宠和特恩，看在人类的救主耶稣
基督的功绩分上，在其受孕之始就被保
护，未受原罪的任何污染。在天主的特
殊干预下，圣母玛利亚预先获得了基督
的救赎。在《天主教教理》第491条，
也有类似的表述。天主教也据此认定圣

黄总主教于2021年12月7日晚上在圣心座堂主祭无玷圣母庆日弥撒及为圣若瑟年闭幕。

母玛利亚是首位被救赎者。
总主教提到《路加福音1:26-38》里
面，天使向玛利亚问安所说的“万福！
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已暗示
了“圣母无染原罪”，以担当起基督之
母的角色。早期的教父把玛利亚的服从
和天主特殊的恩宠连接起来：借着她
的服从，她成为自己及全人类救恩的原
由。玛利亚以她的信德解放 一切因夏娃
的叛逆/不服从而受捆绑的状态。
因此，总主教提问大家要如何打开天

国的恩宠与力量，以流入我们个人的生
活。答案是：学习圣母的服从与谦逊，
相信天主已拣选我们为祂的义子义女，
仿效圣母以信德回应天主的旨意。
犹如玛利亚，圣若瑟也是天主所拣选
的人，以履行天主的救恩计划；总主教
指道天主也愿意我们，被拣选的人，
如同他们一样，让天主的奇事在我们完
成，就如圣咏97所反映：“上主行了奇
事，我们要高唱新歌。”问题是： 我们
相信吗？

中国 - 公教团体加紧牧灵与 首尔总教区新牧强调共建同道偕行的教会
爱德福传步伐迈向圣诞瞻礼 韩

北

京（信仰通讯社）—在十二月十
二日将临期第三主日，北京多所
堂区点燃了希望与光明的圣诞灯。西直
门堂在喜乐主日后举行的圣诞树亮灯仪
式上，在堂区德理格合唱团悠扬歌声的
陪衬下，全体教友虔诚祈祷、热心参与
这一信仰生活和福传的具体见证时刻、
感受“天主与我们同在”，让达味之星
照耀每一名天主子民的心。
迈向圣诞之际，福传和信仰的激情还
化作了具体的行动。十二月三日中国
传教主保圣方济各沙勿略瞻礼之际，严
寒未能阻挡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敖镇天
主堂爱心小组的爱德步伐。在其其利格
神父及牧灵修女的带领下，一行人冒着
风雪一早便来到了鄂托克前旗寿康养老
院，看望那里的老人们，并送去了圣诞
礼物，但更重要的市是去了天主的平安
与祝福。神长教友们用温暖的话语捂热
了老人们的心，修女带领小组成员陪伴
老人，为他们剪指甲、整理仪表、交谈

倾听，让他们感受天主的爱。
十二月四日，由在沪打工的河北省
永年教区（今邯郸）教友成立的永年
教友上海基基团举行了成立十六周年
庆典，并举行了主题为“在蒙福的路
上”周年庆活动。其间，大家重申了
继续推动凝聚力和奉献精神。圣诞将
临，他们不但一如既往地继续发扬
基督博爱，帮助贫困家庭、义务献
血、看望孤寡老人、慰问重病的兄
弟姐妹、支持主教府和教区培训中心
建设、名关教堂重建等，今年还特
别为残婴院项目、贵州贫困家庭、贫
困堂口等项目筹集善款，以这种方式
庆祝团庆。此外，永年在沪团体的教
友积极融入当地教会、热心参与堂区
服务、军乐队、爱心组等。同时，还
充分发挥纽带作用，把离开故乡在沪
经商、打工、学习的教友和谐凝聚起
来，巩固和加强信仰生活，例如每月
一次的学习等。

国首尔总教区郑淳泽总主教履
仼，强调需要透过与首尔各天主
教团体同行，以建设一个同道偕行的教
会。
约六百名平信徒代表、神职人员、僧
侣、修女和政府官员参加了郑总主教于
12月8日在明洞主教座堂举行的就职礼
仪，当天亦是韩国天主教会主保始胎无
玷圣母瞻礼。
在作为总教区新牧的首次讲话中，郑
总主教说：「在让教区作为天主子民，
所有平信徒、神父和修会士都共负责
任，成为一个同道偕行的教会，一起向
前的同时，我想鼓励和陪伴所有年轻
人。」
郑总主教接替了于十月退休的七十七
岁廉洙政枢机成为教区新牧。
教廷驻韩国大使欧尔发·雪雷布
(Alfred Xuereb) 总主教宣读了教宗的信
函，任命郑淳泽为首尔新任总主教。郑
总主教然后宣誓服从，表示他会遵循天
主的旨意。
廉洙政枢机在祝贺词中说：「天主派
郑总主教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领
袖。由于教会正像我们在这个新冠疫情
时代一样遭受苦难，让我们在新主教的
领导下追随所有圣人的生活。」
雪雷布总主教说，他「确信郑总主教
会继续以谦卑而睿智的牧者态度执行他
的主教职务。」
这位教廷大使为新任总主教祈祷，以
帮助他「致力宣讲福音，倡议促进团
结、和平与和解」。
韩国主教团主席李容勋主教表示，郑

郑淳泽总主教（左）在 12 月 8 日的就职
礼上，从首尔荣休主教廉洙政枢机手中接
过木杖。（照片：首尔总教区）

总主教「不仅成为总教区，也成为整个
韩国天主教团体的领袖」。
南韩文化部长黄熙代表总统文在寅祝
贺首尔总教区新牧。
郑总主教于1992年晋铎，并于2004
年在罗马的宗座圣经学院获得圣经硕士
学位。
他于2013年被任命为首尔总教区辅
理主教。曾任主教团青年牧职委员会主
席。
梵蒂冈于10月28日任命他为首尔第十
四任总主教和平壤宗座署理。
任命是在梵蒂冈接受了廉枢机于2018
年提出辞呈后作出的。
天亚社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