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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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汶莱天主教主教团
反思世界主教会议进程
（吉

隆坡讯）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
天主教主教团（CBCMSB）以线
上方式举行了第109次的会议，来自马来西
亚-新加坡的11位总主教/主教和汶莱行政
人员一起参与。会议的重点主要是探讨各
教区的世界主教会议的进展以及围绕着属
灵的对话。
第一天，来自宗徒使团临时代办，马尔
谷·斯普里齐蒙席（Msgr Marco Sprizzi）
向主教们发表讲话。他回顾了以往与主教
团的会议事迹，并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因
可以出席这次的会议。马尔谷·斯普里齐
蒙席（Marco Sprizzi）强调回应教宗的呼吁
在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道路上改变我们的
思想和心灵的重要性。他说，这不仅是为了
准备报告或完成最后期限，而是在我们的
神父、教友和结构中更多地建立一起服务
的心态一个共融、参与、使命的教会。我们
被要求将世界主教会议的精神带入教会的
各个阶层。他强调说：
“这会产生影响的不
是学术活动，而是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纪
律。”
马尔谷蒙席还回顾说，2022年是教会历
史中重要的一年，因为它标志着圣座万民
福音传播部成立400周年。他分享了圣座
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Luis Antonio
Tagle）枢机对主教们的一些鼓励的话，并
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在当地庆祝这400周年
庆典。蒙席还向主教和所有天主教徒表示
感谢，感谢他们每年为宗座圣伯多禄宗徒
善会所做的贡献。
总教区/教区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
主教们随后听取了各教区主教会议进展的
初步报告。同时，也发表了在世界主教会议

进程中的一些挑战，包括因新冠病毒大流
行和缺乏互联网的设备而无法参与者。在
某些地方，有些人们害怕被评判，或者当他
们不了解参与的目的或需要时，甚至对世
界主教会议过程漠不关心。一位主教回忆
说，一些较早一代的马来西亚主教们和他
们的牧灵方式确实为世界主教会议奠定了
基础。

重新审视各个层面的领导力
另一方面，有必要重新思考每个人的角色
和责任，以及我们在事工上的所花费的时
间和精力。主教们谈到了重新审视教会各
个层面的领导能力、我们如何选择、培训
领导者以及领导者与天主子民的关系的认
识。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主教们
一致同意在教会文化、态度、结构和教牧实
践中需要治愈和转变。许多教区也有创造
性的努力让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其中；以及
使用数码科技技术来捕获他们的注意力和
处理所有收到的响应。
总主教/主教分享
第二天，主教们分享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之
旅和个人反思，作为属灵对话的一部分。提

出的问题是：
 迄今为止，你在教区的主教会议过程中
经历了哪些恩宠？
 有哪些令你感到紧张或挑战的时候？
 你个人的安慰和落寞是什么？
你在哪里感觉到圣神的运行？或者在所
有的过程中你在哪里找到天主？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汶莱天主教主教团
主席，施恩天主教最后说：
“我们一直在询
问民众和神父的想法和斗争。我们今天早
上作为主教的分享是充满力量的，人们理
解我们也有自己的挣扎，这是很好的。”
主教们随后要求执行秘书与所有教区的
主教会议联络人会面，以决定主教会议下
一阶段的时间表和程序。
会议在主席施恩天主教的祝福中结束。
下一次会议将于2022年8月8日至12日举
行。
其他讨论的项目
报告和留言
会 议 继续就 亚洲天主教 主教团联合 会
（FABC）50周年的国别报告等目前在筹
备事项及要开展的工作举行讨论； 以及

2022年1月23日庆祝的天主圣言主日的信
息。
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天主教主教团
（CBCMSB）工作结构
作为上次会议的后续跟进，对CBCMSB
的工作结构进行了简短的重新审视。工作
会议已定于2022年5月9日举行。
未接种疫苗者的教牧关怀
共同议程确定后，马来西亚主教们继续
讨论对未接种疫苗者的牧灵关怀。主教们
希望制定一些教牧指导方针。
国家救济基金
负责马来西亚明爱的伯纳德主教随后报
告了国家防洪救济基金的资讯更新。所有
人都对当地居民的反应和所有慷慨的贡献
表示感谢。
修士/神职人员的培训
在会议中，也讨论了有关修士在槟城、古
晋和亚庇的神学院的培训以及我们需要什
么样的神职人员。主教们都一致通过并肯
定需要有人类心理方面的培训，是当下的
必要性课程。 马来西亚半岛主教为槟城大
修院提出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哲学培训。 在
场的主教们同感，无论方向如何，都必须伴
随着属灵性。
马来西亚牧民大会 (PMPC) 2026
最后的演讲是关于2026年马来西亚牧民
大会(PMPC)的旅程。PMPC是定于2026
年9月9日至13日，这日期也包括旅行的时
间。 各教区已成立了各自教区和堂区集会
的代表被要求在2022年1月之前与廖总主
教或会议秘书处分享他们的资讯。PMPC
工作委员会随后将为所有教区编制一个关
于激活教区/堂区集会的基本工具包。

要理主日文告：2022年1月30日
主题：家庭生活：一种通往圣洁的道路 (格前十二：12)

“家

庭，你要成为你自己”这是摘自教
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的[家庭团体]
劝谕，是教会对于家庭的一个至诚召唤和
呼吁，为让家庭越发遵照天主的意愿。这
是 “生命和爱的亲密团体” (17) 。教宗提
醒所有的家庭，切勿忽略这召唤，因为这召
唤是要让每个家庭正视并把在家里及在社
会中的家庭地位和责任，落实到生活上。
在[爱的喜乐]劝谕中，教宗方济各视家庭
为教会的生命力泉源: “教会惠及家庭，
家庭也惠及教会” (87)。这是因为“每个
基督家庭都反映着教会各个不同角度与功
能的完整生命: 使命、教理、见证、祈祷及
其他” (教理讲授指南, 255) 。这就是为何
教会时常把家庭置于崇高位置的原因。
近期的教会文献里，引用了与家庭相关
的各种形象，比如 “家庭教会” “生命
的圣所” “ 一个教育的团体” “社会关
键的生命细胞” “基督徒生活的学校”
等。在写给格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中，圣
保禄以身体的形象比喻基督团体，每个成
员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因基督而彼此结合。
这也是家庭的一个理想形象，因为每个成

员都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连同基督和他
们彼此的爱，以及分享他们独特的个性与
天赋，而共融合一。
一个新家庭始于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进
入了婚姻圣事。在婚姻关系里，这对夫妇
从彼此的爱与承诺，以及他们对孩子的培
育中，相互扶持而达到圣洁。身为父母，他
们肩负着认真回应召唤的责任，去成为他
们孩子的主要信仰培育者，正如天主所期
望的那样。这对夫妇承担了他们在婚礼当
天所许下的承诺: “以爱来接受天主所恩
赐的孩子，并按照基督与教会的律法来培
育他们。”
藉着婚姻圣事，父母荣获 “恩宠和以基
督信仰培育他们孩子的事奉责任…” (教
理讲授指南, 227) 。这意味着父母是他们
孩子的首位福音转令使者。父母是第一位
把信仰传授给他们孩子并教育孩子们的人
“教友家庭以全部生活符合福音精神…作
出最宝贵的见证” ([教友传教]法令, 11)。
在这方面，家庭是“第一个被召向在成长
中的人宣报福音的团体，经由渐进的教育
和教理讲授，使他或她达到圆满的人性的

和基督的成熟”([家庭团体]劝谕, 2)
家庭也是 “教理讲授的场地”，它激发
了对天主的意识、开始了祈祷的第一步、
道德伦理与良知的教育、并培育关于人的
爱与性的基督价值观课题。因此，在孩子
仍未参与堂区 “要理班” 之前，他或她早
已从父母那里有着对天主与信仰、对与错、
以及对一般生命的观念。实际上，无论孩
子从他们的父母和其他关键的长辈身上学
到抑或没学到什么，都会对他们的整个人
生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这就是为何教会强调“家庭的教理讲授
领先、陪伴并充实其他型态的教理讲授”(
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 68)。这意味着，家
庭的教理讲授甚至比堂区的要理班授课，
更占优先、更为重要。由于新冠肺炎肆虐
导致堂区要理课被中止，令到父母和整个
家庭更加迫切的需要为较年轻的家庭成
员，负起更大的信仰培育责任。趁着我们
今年庆祝要理主日的当儿，愿我们谨记教
会的召唤: “家庭，你要成为你自己”，并
在圣洁中成长，成为“生命和爱的亲密团
体”正如天主所愿意我们成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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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常年期第三主日
（乃八2-4a，5-6，8-10；格前十二12-14，27；路一1-4
；四14-21）
主内的兄弟姐妹：
诵读圣经和解释圣经是教会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这主
日礼仪的第一篇读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厄斯德拉
读了一段天主的法律书，就作翻译和解释，如此民众可以
明白所诵读的」（厄下八8）。诵读圣经由眼睛开始，藉着
口舌发出声音，透过耳朵，进到内心中；所以诵读圣经不
可缺少聆听圣言，而且必须用心聆听。解释圣经则从内
心出发，藉着圣神的感动，透过领悟，体现到生活中；所
以解释圣经始终以信德为前提，而且必须是有所作为的
信德。缺乏用心聆听的诵读只是空洞的声音，缺乏信德
的解释也只是空洞的话语，对谁都没有好处，也不能给
予人力量。
厄斯德拉诵读和讲解的《法律书》并非只是一部法典，
或者只是条规戒律，而是叫人生活的教训。实际上，以
色列人就是透过这种读经和解经传统才得以成为一个
子民，一个特属天主的子民（参阅：申七6）；他们以上主
的喜乐作为他们的力量，因上主的喜乐而喜乐（读经一：
厄下八10）。在这主日礼仪所选读的《路加福音》中，耶
稣就是按照这个传统，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并站起来诵
读圣经；之後，祂向众人解释说：「这段圣经，今天应验
了」（路四21）。众人听了，明白耶稣要履行上主恩慈的使
命，所以「都称赞祂」；但他们也明白耶稣证实自己是受
傅者默西亚，所以「都很惊奇」（路四22）。耶稣宣布上
主给祂傅了油，意思是确定了祂的身份，派遣祂去传报
喜讯给所有需要获得喜讯的人（贫穷人）。祂要完成三项
最主要的使命：一、让人能重归上主那里（释放被世俗奴
役的「俘虏」）；二、让人能看见上主的临在（不再对上主
盲目）；三、让人能有救恩，也就是心胸宽阔（不再被自己
的短见压迫）（参阅：路四17-21：依六一1-2）。
主日福音除了选读关於耶稣的宣讲使命外，还加上了
《路加福音》的序言，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我们已经学
到的教会要理持有很稳固的立足点。《路加福音》的这
段序言用非常工整而文雅的希腊文写成，整篇序言只是
一个复合句，但它包含了许多从句和过去分词。在中文
翻译上很难依照原文的顺序一节一节地处理，所以大多
译文，包括《思高本》，都决定把最前面的三个小节拆开
来，重组语法和语句来翻译（路一1-3）。
这篇序言注明写给「德敖斐罗」。他可以是一个人，可
能是一位罗马的高官，或者是个有权势地位的人。然而，
我们对这个权贵人士却一无所知、一无所闻，因此我们
也可以直接意译他的名字。「德敖斐罗」（Theophi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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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救恩今天应验了

按照希腊文的字意是「天主的朋友」、「天主所喜爱的
人」、或者是「爱好天主事务的人」。如此一来，《路加
福音》实在并不只是为了一个人而写的，而是为了所有天
主的朋友、所有天主所喜爱的人，也为所有爱好天主事
务的人而写的。这个观点非常相称於圣史路加写作的对
象，也就是普世的人、「万邦的人」（路廿四47）。
圣史路加仔细访查了一切之後，按着次第编写关於耶
稣基督的事迹，为的是激发我们的信德。这事迹的根据
来自那些「亲眼见过」和「为真道服役」的人。在希腊原
文，他们是「因亲眼看见而成为服役真道的人」（路一2）
；他们是同一组人，而不是两组不同的人。对圣史路加而
言，单单看见并不足以成为见证人，只有那些看见了而又
相信天主在耶稣身上确切实践了祂的许诺的人，才能成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2.1.18. 丙年 常年期星期二

为圣言的服役者或宣讲者（参阅：路二25-35；路廿四）
。虽然关於耶稣基督的事迹有根有据，但它并不是纯粹
的历史事件，而是「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以及「那些自
始亲眼见过，并为真道服役的人所传给我们的记述」；
换句话说，它是关於信德的可靠解释。
「在我们中间」的「我们」可能是指圣史路加当时的初
期信仰团体，因为圣史路加写作的时间距离福音事迹所
发生的时间已有一段间隔，但或许也是由於宣讲的缘故
使得他们感觉身历其境，就好像耶稣的事迹仍然正在他
们中间发生似的。所以，「我们」在此指的更是那些深刻
地受到这「事迹」影响的人，那些围绕着这「事迹」而生
活的信仰团体。因此，「我们」也包括我们现在阅读福音
的人，现在相信福音的人。
圣史路加清楚说明，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坚固我们的
信德，使我们「认清所学到的要理，巩固可信」（路一4）
，也就是为使我们更加确定，我们在教会中所接受了的
信仰是巩固可靠的、有根据的、合理的、值得相信的天主
救恩讯息。圣史路加邀请我们以有所作为的信德来回应
他的宣讲，因为天主救恩的讯息已经据实地临在我们中
间，而且真正地成了我们的救恩。
我们的救恩是共同的救恩，促使我们共建众人和谐与
和平的生活，而不是个人的丰功伟绩，自持高人一等。这
救恩让我们超越自然的界限，例如民族或社会的差异，「
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
都成为一个身体」（读经一：格前十二13）。保禄认识这
来自基督的救恩，明白人的身体是人与天主、与他人、与
世界连系的核心场所；而教会则是基督的肖像，反映出
基督自己的身体。基督藉着圣神将我们众人的身体转变
成合一的教会，所以保禄肯定地说：「你们便是基督的身
体，各自都是肢体」（格前十二27），并且他还呼吁我们
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天赋和能力参与基督的使命。
在参与基督的使命上，每个人所肩负的职务虽然不同，
但并没有高低、尊卑之分，只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因为它
们都是同一圣神的恩惠，都是为了建设教会——基督的
身体。基督的身体总不该分裂，却应该彼此照顾，一同受
苦，也一同喜乐。让我们以有所作为的信德恰当地回应基
督的救恩，跟随耶稣基督，一起向万邦宣布上主的恩慈，
同声说：「你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路
四21）。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多

少事情，不能常如人所意！人所思所想，不一定是
天主所心念！多少时候，我们不是心硬，而是人没
有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而无知下犯下的错误；但很多时
候，是我们明知故犯，或一错再错，不是不知道，而是
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承认生命的真相。
这就是我们自找的麻烦，自找的痛苦，而这也带给他
人同样的麻烦，同样的痛苦。生命之奥秘之大，之深；
人这被创造的，是如此的复杂，难以理解，如果我们自
以为，自己爱的，自己喜欢的，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就是自由；觉得人人都该如此，才是天主的爱。是如此
吗？天主知道，我们需要去尝一尝我们所想要的生活方
式，祂不是给了吗？但这也注定了，我们大家一起承受
人的心硬所带来的痛苦。
天主的诫命本该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多的爱，而不
是用来限制他人，如果我们知道都是为自己好的，我们
都为此而改变自己，而不是用来制约他人，如此，这个
诫命是美丽的。但最后这些法律，都成为了对他人的要
求，而不是对自己的提醒和警戒，那就是错误的认知
了。
安息日这个法律，本该是为人而设，也就是说，人呢！
不懂得安息，不懂得在天主内安息，天主所定的安息
日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能离开天主，这世界不能失去
天主，否则，我们将会失去了爱！所以安息日，不是不做
事，而是该想想，我们，如果没有爱的生命，这世界将
会怎样样？我们很多时候的痛苦，就是太爱自己，而不
是爱天主。安息日，变了调，最后借着天主之名，而最
后却变得冷漠，变得无情。
安息日，最后限制了我们，而不是帮助我们。我品尝
到了，安息日被犹太人斜眼对待，如果这样的安息日，
让一个人变得没有爱，那么这安息日的意义在那里？
安息日的主是人子，看安息日，主耶稣基督不是不劳
动，而是这一天，给耶稣的爱，带给需要爱和关怀的
人。记得，这一天，我们在感恩祭后被派遣，去服务，去
陪伴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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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将首次授予平信徒读经员和要理传教员职务
（梵

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将
于元月23日天主圣言主日
在圣伯多禄主持弥撒，并在这个机会
中，将使用圣座礼仪及圣事部新颁布
的礼仪标准版本，首次授予平信徒读
经职务和要理传教员职务，领受者是
来自不同国家的男女平信徒。
在当天的弥撒礼仪中，读经职务与
要理传教员职务将被分别授予。教宗
讲道前，礼仪司仪将召集所有候选者
并在祭台面前一一介绍他们。教宗讲
道后，授予所有候选者圣经，领受要
理传教员职务的每位男女平信徒也将
被分别授予一个十字架，这些十字架
都是圣保禄六世和圣若望保禄二世教

宗曾使用过的十字架的复制品，以提
醒领受神圣职务者他们传教使命的特
质。
领受读经职务的代表是来自南韩、
巴基斯坦、加纳和意大利几个地区
的男女平信徒；领受要理传教员职务
的有：秘鲁亚马逊地区的尤里马瓜斯
（Yurimaguas）宗座代牧区的两位平
信徒；两位巴西平信徒；一位加纳库
马西（Kumasi）的女平信徒；罗马祈
祷中心的主席；两名分别来自波兰罗
玆（Łódź）和西班牙马德里的男女平
信徒。另外，因疫情大流行导致旅行
困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两
名平信徒将无法亲自参加礼仪庆典。

教宗公开接见：若瑟的父爱
反映了天主的温柔慈爱

（梵

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元月
19日上午主持了周三公开接
见活动，继续以大圣若瑟为要理讲授省
思的主题。教宗当天论述了“温柔的父
亲”，指出体验温柔意味著“正是在我
们的贫乏和困苦中感受到爱和接纳”，
以及“被天主的爱所转变”。
教宗提到《父亲的心肠》宗座牧函和
《路加福音》叙述的慈父的比喻，强调
温柔“首先不是一种情绪和情感的问
题”。温柔的经验在于看到“天主大能
的施展正是经由我们的脆弱”，上主不
去除我们所有的软弱，而是“牵著我们
的手，帮助我们在软弱中行走”。
“温柔是尘世逻辑中最强劲的事物，
是一种意想不到的伸张正义的方式。因
此我们绝不可忘记，天主不会因我们的
罪过感到震惊，祂比我们的罪过更强而
有力。天主是父亲、是爱、是温柔。祂
不因我们的罪过、错误和跌倒而震惊，
却因我们内心的封闭而震惊，因我们缺
乏对祂的爱的信赖而震惊。”
教宗说，在天主之爱的体验中存有极
大的温柔。想到第一个向耶稣传递这个
现实的人正是若瑟，我们觉得很甜美。
事实上，天主常是透过人类的经验让我
们感受到祂的爱。的确，“当以色列尚
在童年时，我就爱了他；从在埃及时，
我就召他为我的儿子。是我教了厄弗辣
因迈步，双臂抱著他们，是我用仁慈的
绳索，爱情的带子牵著他们，我对他们
有如高举婴儿到自己面颊的慈亲，俯身
喂养他们”（欧十一1，3-4）。
教宗指出，“我们可以询问自己，我
们自己是否有过这温柔的体验，是否做
过温柔的见证人”。爱和慈悲就如《父
亲的心肠》宗座牧函所言，是“接触我
们内在脆弱的最佳方式”（2号）。教
宗以护士为例，他们温柔地触摸病患的
创伤，好让病患不再受伤害。上主也如

此，祂以同样的温柔触摸我们的创伤。
“如此说明了与天主的慈爱相遇的重
要性，尤其在和好圣事之中经验祂的真
理与慈爱。讽刺的是，魔鬼也会向我们
讲真相，但只是为了谴责我们。我们知
道来自天主的真理并不谴责，而是接
纳、怀抱、支持和宽恕我们。”（《父
亲的心肠》宗座牧函，2号）
教宗勉励每位基督徒对照大圣若瑟的
父亲之爱，询问自己是否接受上主的温
良和慈爱，让祂将我们转变为也能给予
爱的人。“若没有这‘温柔的革命’，
我们就会被囚禁在一种不允许我们重新
站起来、将拯救与惩罚相混淆的判决
中”。
教宗特别提到“正在服刑的我们的弟
兄姐妹”，阐明“犯错的人抵偿自己的
错误是公道的，但犯错的人能弥补自己
的错误也更为公道”。“任何判刑总有
一个希望的窗口，我们要想到服刑的弟
兄姐妹，想到天主对他们的温柔，就要
为他们祈祷，让他们在那希望之窗找到
朝向更美好生活的出路”。
最后，教宗诵念了一篇恳求大圣若瑟
的祈祷词：
大圣若瑟，温柔的父亲，
请你教导我们认识到，我们被爱正是
因为在我们身上有软弱之处。
使我们在自己的贫乏与天主之爱的宽
宏大量之间，不要设置任何阻碍。
请你激发我们领受修和圣事的愿望，
得到宽恕并能体贴地爱护我们那些处
在贫乏中的弟兄姐妹。
请你接近那些有过错并为此做抵偿的
人；
帮助他们在接受公义的同时，也找到
能重新开始的慈爱。
教导他们，重新开始的首要方式
乃是真诚地请求宽恕。
阿们。

天主圣言是生命之粮

基督徒祈祷周：
为合一的旅程献上我们的辛劳
（梵
蒂冈新闻网）“我们在东
方见了祂的星，特来朝拜
祂。”（玛二2）这是今年1月18-25日
举行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主题，由中
东不同礼仪和教会的基督徒选择。教宗
方济各在上个主日诵念三钟经之后，提
到这每年一次且对不同教会的基督徒意
义重大的事件。
教宗说：“我们属于不同教会和传统
的基督徒，也是朝向圆满合一行走的朝
圣者，我们越是定睛注视耶稣，我们唯
一的上主，我们就越接近这个目标。在
这祈祷周期间，我们也要为基督徒的合
一献上我们的辛劳和痛苦。”
世界基督教协会（WCC）也在其网
站上谈及这件盛事，并结合当前的困
境，指出“我们感到需要那战胜黑暗的
光，这光正如众基督徒所宣告的那样，
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该协会邀
请众基督徒注视那颗星，永远保持希
望。
中东基督教协会（MECC）在介绍今

“我们在东方见了祂的星，特来朝拜祂。”（玛二2）

教宗三钟经：耶稣带来的喜悦是圆满无私的
（梵
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元月
16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
房窗口主持诵念三钟经活动。念经前，他
省思了当天福音记载的耶稣在加纳婚宴中
变水为酒的事迹。福音中说，“这是耶稣
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里肋亚加纳行
的；祂显示了自己的光荣，祂的门徒就信
从了祂”(若二11)。
教宗指出，圣史若望提到的这个神迹激
发了门徒们的信德。教宗邀请信众深入省

思福音中提到的“神迹”。“神迹是揭示
天主的爱的标记。它教导我们天主的爱总
是亲近、温柔和怜悯”。
圣母玛利亚首先发现酒缺了，就向耶稣
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不动声
响地行事，甚至完全没有表现出来。一切
都是在‘幕后’进行的。耶稣让仆役把缸
灌满水，水就变成了酒。天主以接近和
谨慎的方式行事。耶稣的门徒们领悟到这
一点：他们看到，透过耶稣，婚宴变得更

年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主题时，指出那
颗“星”是基督徒圣召的图像。“那颗
星是指引远道而来、不同文化的贤士们
前去朝拜耶稣圣婴的标记，是众基督徒
在走向基督的旅程中彼此共融的画面。
基督徒必须成为祂渴望世界合一的标
记，天主透过这个工具引领万民走向合
一”。
中东基督教协会选择《玛窦福音》这
句话作为今年合一祈祷周的主题，原因
有许多。首先，中东地区的历史充满暴
力和紧张局势，需要和平之光；其次，
天主圣言在中东生根并结出果实，耶稣
的门徒们从这里出发，宣讲福音直到地
极。此外，中东为教会贡献了数以千计
的基督徒见证人和殉道者，今天仍然如
此，“基督徒小团体的生存受到威胁，
就如耶稣圣婴那样”。
最后，中东基督教协会表示，西方的
基督徒隆重地庆祝圣诞节，而对东方的
基督徒来说，重大的节日则是主显节，
即天主的救恩向全人类显示出来。

加美好。他们也看到耶稣行事的方式，
祂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服侍人，以致对
好酒的赞美都给了新郎。没有任何人发
现此事，只有仆役知道。因此，信仰的
幼芽在他们心中成长，就是说，他们深
信，天主的爱临在于耶稣身上”。
在加纳婚宴中发生的事不是在耶路撒
冷圣殿中特别的治愈或奇事，而是满足
普通人的简单和实际需求的举动。教宗
说：“耶稣准备好帮助我们、鼓励我

们。那么，如果我们留意这些‘神迹’
，我们会被祂的爱所征服，成为祂的门
徒”。
通常，在盛宴结束时提供的酒“不是太
好的”，而耶稣却让加纳婚宴以提供最
好的酒来结束。教宗表示，“这象征性
地告诉我们，天主愿意将最好的赐给我
们，祂希望我们快乐。耶稣在我们心中
留下的喜乐是圆满而无私的”。
最后，教宗建议我们在记忆中找寻上主
在‘我的’生命中所行的神迹，祂向我
们展示祂爱我们。比如，“在那艰难时
刻，天主让我们体验到了祂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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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朥越圣方济修女会
十位修女联合庆祝发愿周年
『上主，我全心赞颂你，宣扬你的一
切奇伟』（咏 9:2）
砂朥越圣方济修女会的修女们于2021
年12月19日举办了一个联合周年庆感恩
弥撒，庆祝十位修女的发愿周年。
弥撒由傅云生总主教主祭，夏长福荣
休总主教、王博弟神父及黄祯贤神父共
祭，并从圣方济修女会圣克拉拉修女安
养之家小圣堂直播。由于疫情的限制，
许多修女和家人都不能出席见证此应是
盛大庆典的喜悦时刻，为此，现场直播
是受欢迎的连接众人的方法。
八位庆祝周年的修女，在会长王碧玲
修女的领导下，各手握点亮的蜡烛重宣
誓愿：「按照砂朥越圣方济修女会的章
程，借着生活在神贫、贞洁和服从中，
遵守圣父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批准的圣方
济第三会的会规。」
为了参与这个庆典，德莉希亚修女
（Sr Delicia）和她的团队特地录制了一
个「虚拟歌咏团」为庆祝周年的修女们
献唱。庆祝的修女们也在直播结束时呈
献一个短视频。
圣方济修女会总会长王碧玲修女，代
表所有庆祝周年的修女发言时读出未能
亲临庆典的锺万庭荣休总主教的贺词。
另有两位庆祝周年的修女，一位在美
里，一位在雪兰莪也不能参与此联合庆
典。
王修女说：「我亲爱的周年庆的姐妹
们，我谨代表我的议会成员和所有修女
姐妹，恭贺并感谢你们为主的使命，完
全投入砂朥越圣方济修女会家庭及天主
子民。我们非常感谢妳们长年的奉献。
」
「让我分享我们最年长的修女，庆祝
发愿铂禧的93岁邓玫瑰修女。她仍然忠
实地念每日礼赞，参加弥撒，并继续每

（吉

隆坡讯）来自马来西亚-新
加坡-汶莱的11名世界主教
会议联络人于2022年1月18日在线会
面，讨论时间表、团队和流程。出席
会议的还有总协调员、一名来自古晋
的世界主教会议小组成员和两名来自
马六甲柔佛教区的成员。
在会议的议程中，共同确定教区世
界主教会议报告、教区集会以及向马
来西亚、新加坡和汶莱天主教主教团
（CBCMSB）秘书处提交教区报告的
时间表。同时，也探讨及安排全国（
马来西亚）世界主教会议前活动的日
期，并建立团队来综合报告以及为马
来西亚的世界主教会议前活动做准备
计划。
在线上会议中，参与者分享了他们在
分析和编写各自教区通过在线提交的

弥撒后，众人在安养中心食堂参加一个小参会。庆祝周年的修女们各获赠一份礼物。
（蔡愛薇报导）（译文）

天为她的团体中的修女们提供服务。这
证明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是一片对天主
和人们的爱而有所不同。玫瑰修女，感
谢您藉着和天主沟通和照顾别人，直到
主将我们召回祂的天国，来默感我们应
该如何生活。
「庆祝发愿周年并不是庆祝成就。并
不是我们在过去的25，50，60或70年
中所做的。而是一个作为一个大家庭，
为这个召叫我们在我们对天主、人类和
天主的受造物的爱，更坚定地仿效基督
和我们的会祖亚西西的圣方济，神圣的
受召一同庆祝及祈祷感恩的行为。我们
知道，我们越是赞赏和爱祂，就越会仿
效祂，藉着不惜代价对我们的承诺越忠
诚，而相互的关系能不受条件束缚。我
们在每一个情况和在祂的受造物中看到
天主的临在，我们也将有向别人提供各
种牧灵照顾的意愿。」
「天主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目的，

我们看到我们有些尝试和祂合作，完全
地信赖祂，即使有时我们觉得我们有所
限制。不要因看到别人的限制而失望而
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而是要像基督一样
对每个人都有不懈的希望。如果基督能
放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迷途的一只羊，
这表示我们应该不要单挑任何人，而同
等重视每个人。
「亲爱的庆祝周年的各位，我们是方
济会修女，让我们继续藉着我们和天主
连接的生活方式向世界『喊话』，使人
们能看到祂的真理的伟大，祂能对我们
的生命做什么，让他们寻求能使他们内
心感到更满足、更平安和生活更快乐的
正确的事。我们活出基督的榜样和教导
的团体生活应向每个家庭证明，每个家
庭都可能如天主所愿建立家庭教会。天
主已给了我们最好的方式生活，而且祂
是无节制地给予我们。就看我们能接受
多少。」

各教区世界主教会议联络人开会
拟定时间表、团队和流程
世界主教会议报告的一些学习经验和
经历。
在之前的会议中，已赞同所有教区
最迟在2022年5月1日至6月1日之间将
报告草稿提交给总协调员或会议秘书
处，而全国（马来西亚）世界主教会
议前活动则在2022年7月11日举行。
为了帮助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成员编
写他们的教区报告，将提供一个指导
模板。教区议会和国民议会的指南也
将根据 Vademecum 中的注释，特别
是附录 C 和 D 编写。

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天主教主教
团（CBCMSB）将于2022年8月8日
至12日举行会议，届时将对报告进
行最终宣读。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汶
莱的所有教区都必须在2022年8月15
日之前向罗马提交报告，最好是通过
CBCMSB 秘书处提交。
由于团队担心目前的疫情还没有稳定
下来，旅行和面对面会议的可能性是
有挑战的，建议马来西亚的世界主教
会议前的活动将是一个线上、线下的
混合活动，通过zoom平台在线进行。

(吉

青年局:交流与对话
朔造基督青年文化

隆坡讯)
吉隆坡总教区华
文教务促进会属下青年局
(ACLAC Youth)于1月18日，一行人
前往甲洞圣爱堂，与刘志坚神父及吉
隆坡总教区青年局(ASAYO)进行交流
和对话。
虽然是公共假期，但本着服事的那
份热心，把事做好，把事做对的初
心，我们还是积极参与了。
此次的交流与对话，是由青年局提
出，旨在探讨青年局或者促进会，可
以如何配合总教区的方向，总主教的
愿景，协调教区的各个青年事工，做
得更好，更大，更满！
为实践我们青年局的精神: 陪青年到

恭贺庆祝发愿周年的修女
十位庆祝发愿周年的修女是：
 邓玫瑰修女（Sr Bridget Then）-白
金禧（70年）
 杨宝花修女（Sr Felicia Yong）-钻
石禧（60年）

比阿特丽斯修女（Sr
Beatrice
Ng）-钻石禧（60年）
 陈有莲修女（Sr Mildred Chin）-钻
石禧（60年）
 玛蒂尔达·阿布依修女（Sr Matilda
Abui）-钻石禧（60年）
 赖西奥多拉（Sr Theodora Lai）-金
禧（50年）
 詹妮弗修女（Sr Jennifer Nyidom）金禧（50年）

艾琳·城安修女（Sr
Irene
Chengann）-银禧（25年）
 麦格莉娜·马丁修女（Sr Michelina
Martin）-银禧（25年）
 王碧玲修女（Sr Rose Wong）-银
禧（25年）
他们的目标是建议每个教区有10 -12
人作为代表各部委和人民的官方代
表。代表们可以聚集在各自的牧灵中
心一起讨论。
尽管目前的旅行面临挑战，新加坡
和汶莱的成员仍被邀请派代表参加此
次活动，作为代表大部分民众来出席
会议。他们将以祈祷的精神聚集在一
起，参与讨论，辨别圣神的声音，对
报告草案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庆祝
旅程中同行和结束仪式，并分享最终
文件。
世界主教会议的节目/动画团队将在
2022年1月之前为马来西亚世界主教会
议前活动制定大纲。如果会议决定在
上述活动中包括闭幕仪式，它将由一
位或两位主席主持会议 – 在槟城或吉
隆坡。
基督台前，在基督内重建一切，凡事
以基督为中心，朔造基督青年文化！
青年局愿意敞开大门与任何一个服事
青年的团体组织交流，协调，配合。
在副局长叶俊杰兄弟的祈祷里面，
我们请求天主圣神的带领，参与; 也
求圣母妈妈的转祷，自己青年局主保:
圣类思公撒格，圣若望保禄二世及可
敬的刚恒毅枢机的转祷。
交流和对话后，大伙在刘神父的带
路下，去到附近的餐馆吃午餐。
感谢青年局委员及 Asayo 团队的出
席及参与。
我们期待更加合一，共融，团结的
青年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