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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強調，封閉

態度是“歷史上許多邪惡的根源”。他邀請教 

會成為接待的教會，因為聖神要的是開放，是 

一個“所有人都能參與”的團體。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9月26日在梵蒂

岡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三鐘經祈禱活動，他

解釋當天的福音時說，要提防存在於世界和教

會中的誘惑，即創建他們認為是有真理的團體。

至於門徒們禁止一個人驅魔，教宗說，耶穌邀 

請他們不要阻止行善的人。誘惑和勸勉是教宗

強調的兩個詞彚，他表示，沒有任何人能獨自 

擁有耶穌，我們蒙召遠離封閉與排外的“巢穴”

的思想。“每一次封閉都讓我們同那些與我們

的想法不同的人保持距離。眾所周知，這是歷 

史上許多邪惡的根源：專制主義經常產生獨裁

統治，並向(與我們)不同的人施加諸多暴力”。 

  阻止“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團體的人行善”是 

一種誘惑，這誘惑讓門徒們覺得“他們是唯一

得到許可為天國工作的人”，“認為自己是最被

鍾愛的人，並把其他人當作是外人，甚至對他們

萌生敵意”。教宗指出，也要對教會中封閉態度

保持警惕。我們不要給人一種是“班上的優秀

生”印象，不要展示“信徒執照”來判斷和排斥

（他人），而應該大家携手同行，成為一個“謙

遜和開放的團體”。 

教宗說;“讓我們祈求克服判斷人和將人分門

別類的誘惑的恩寵，願天主保護我們免於“巢

穴”的思想，即將自己小心翼翼地保護在一個

自許為良好的小團體中，如司鐸與他的忠誠信

友、牧靈工作者之間封閉起來不讓其他人滲入

等等。教宗表示，“所有這一切都有可能使基

督徒團體成為分裂而非共融的場所的危險。聖

神要的不是封閉，祂要的是開放，是一個接納

他人的團體，一個所有人都能參與的團體”。 

  教宗勸勉眾人要當心自己的判斷的誘惑。耶

穌敦促我們絕不要與邪惡打交道，“倘若有使

你跌倒的事物，砍掉它！”教宗最後說，“在

這方面，耶穌是果斷的、嚴格的，這是為了我

們的益處。每一次修剪都是為能有更好的生長 

、在愛內結出果實。那麼，讓我們問問自己：

我有哪些地方與福音相悖？具體來說，在我的

生命中，有什麼事物耶穌希望我砍掉它的？” 

    全體大會亦於9月23日至26號在羅馬召開。教

宗方濟各於9月23日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主

持了本次大會的開幕彌撒。當天也是聖比約神

父的紀念日，在彌撒講道中，教宗向在場39位

來自歐洲主教團委員會的主教們指出，聖人們

從自己開始，通過接受天主的恩典來改變自己

的生活；他們並不擔心黑暗時期、困難和那些

始終存在的分歧；他們沒有浪費時間去批評或

指責，只管活出福音的精神；他們沒有社會性

計劃，也不牽掛自身利益和政治。 

    據聖座新聞室網站消息，在講道的開始，教

宗闡述了當天的讀經和福音為歐洲的基督徒和 

主教們提出的三個挑戰：反思、重建和看見。 

    首先，教宗引述了當天讀經的內容——如今

萬軍的上主這樣說：你們應細心考慮一下你們

的行徑！（蓋1:5），教宗以此提醒歐洲主教

們反思，在現今的歐洲社會，基督徒似乎滿足

於現狀，而他們周圍的教堂卻越來越空曠，耶

穌也正逐漸被人們遺忘。“有多少人不再渴望

天主？”，教宗向在場主教們提出疑問，“我

們有去關心和同情那些未曾經歷過與耶穌相遇

的喜樂的人或者失去了這種喜樂的人嗎？”同

時，教宗亦邀請歐洲主教們在愛德行動上作出

反思。 

    在談到“重建”這個挑戰時，教宗首先感謝

在場主教們於過去的五十年間，為歐洲教會提

供的服務，並邀請他們在重建歐洲教會的進程

中，彼此鼓勵、永不氣餒、永不屈服。 

    接著，教宗指出，以色列人親手重建了他們 

的聖殿，而這片大陸上偉大的信仰重建者亦 

 

 

 

是如此，例如：聖瑪爾定、聖方濟各、聖道

明、聖比約司鐸、聖本篤等等。他們從自己開

始，通過接受上主的恩典，來改變自己的生

活。他們不再關注時代的黑暗和困難，以及那

些總是存在的分歧；他們不會浪費時間去批評

或指責；他們只管活出福音的精神，而不牽掛

自身的利益或政治。 

   “因此，他們以上主之愛的溫柔力量，表現出

親近、憐憫、溫柔的風格，而這正是上主的風

格”，教宗繼續闡明，聖人們“建造修道院、

開墾土地，活出了個人和國家的精神。他們沒

有一個‘社會性’的計劃，他們的心中只有福

音。在福音的光照之下，他們繼續前進”。 

    隨後，教宗強調在重建工作中團結合作的重

要性。教宗表明，所有的重建工作都需要在團

結中與他人一起進行，重建意味著成為交融的

工匠，在每個層面上編織統一，然而這並不是 

靠計謀，而要靠福音。 

   在 提 及 “看

見”的挑戰時 

，教宗指出，

如果我們能以

上述的方式重

建教，我們的

兄弟姐妹就能

得 以 看 見 耶

穌，與耶穌相

遇。在講道的

最後，教宗勉

勵歐洲主教們

效仿聖人，不以言語，而以生命彰顯基督。 

    其實，不論是教會的牧人或是平信徒，我們

都應該用自己的生命為福音作證，祈願聖神帶

領 我 們 ， 使 我 們 放 下 自 己 心 中 的 “ 宏 偉 計

劃”，以及對世俗和政治的牽掛，定睛十字架

上的耶穌，朝天國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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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脫去一切不潔和    
  種種惡習，而以柔順之心 
  ，接受那種在你們心裏，   
  而能救你們靈魂的聖言。 
  不過，你們應按這聖言來  
 實行,不要只聽，自己欺騙 
      自己。」 

        (雅一 :21-22) 

    （梵蒂岡新聞網）國際聖體大

會正在匈牙利進行，並將於 9 月

12 日主日達到高峰，迎來教宗方

濟各。本屆大會富含見證，有助

於增進信德，並反省基督在教會

內和在我們生活中的真實臨在

及其重要性。匈牙利總統阿戴爾

（János Áder）9 月 10 日也參加了

聖體大會。當天上午主禮彌撒的

是霍勒利希（Jean-Claude Holler-

ich）樞機，下午在大會上發言的

多位神長當中，包括了首爾總主

教廉洙政(Andrew Yeom Soo

-jung）樞機，他所探討的課

題是韓國基督徒的處境。 

在此機會上，聖座聖職部

前任秘書長、匈牙利埃格

爾 總 教 區 泰 爾 尼 亞 克

（Csaba Ternyák）總主教向

本新聞網談論了與會者洋溢的

熱情。他指出，「我們很高興看

到，雖然我們仍處於疫情時期、

難以旅行，但是有許多人勇氣十

足」。舉例來說，貌波(Charles 

Maung Bo)樞機不辭千辛萬苦、從

緬甸遠道而來。有鑒於當前的衛

生危機，貌波樞機的臨在相當珍

貴。「他的話語激勵了我們。同

樣地，看到許多信友從不同國家

前來，一同祈禱，聆聽見證和參

加會議，令我們激動萬分。這 

一切有助於保持忠信」。 

談到期待教宗方濟各訪問布達

佩斯的心情，泰爾尼亞克總主教

表示，全體匈牙利人民對教宗懷

有「莫大的敬意」。「我們在教

宗身上，看到今天的伯多祿宗

徒。他來到時，我們願與他一起

為我們的信德祈禱。他能在聖體

大會的機會上抵達我國，為我們

是無比的榮幸」。泰爾尼亞克總

主教提到，1938 年在同樣的情況

下，帕切利（Eugenio Pacelli）以

教宗代表的身份前來。這次「教

宗能親自蒞臨，實在是一大喜

樂。我們希望，聖體大會能帶給

我們靈性的更新。願這能在心

靈，並在機構裡發生。我們的使

命是讓信友們親近基督聖體、基

督在教會裡的真實臨在」。 

    科丁(信仰通訊社)—在印尼

傳教三十週年之際，聖容會修 

女埃洛希亞向本社表示，“1991

年 10 月 24 日，我被修會派到印

尼弗洛勒斯島上傳教。當時，我

甚至從沒有聽說過這個地方” 

。於是，修女先著手了解這片陌 

生的土地。“滿懷著傳教激情 

啟程了，渴望把耶穌聖容的恩 

典帶給遙遠的兄弟姐妹們”。 

    10 月 30 日，她和同會修女盧

奇亞娜.斯泰拉和總會長蒂奇亞

娜.科黛洛修女，抵達了弗洛勒

斯島的毛梅雷。  我們一無所有 

，經過祈禱辨別後，我們決定 

在邊遠的科丁村紮下第一頂帳

篷。一座老舊聖堂成了我們的 

臨時住所，隨後又藉宿苦難會會

院、學習方言。接著，開始在當

地的小學校教宗教課。 

    那時候沒有交通工具，

我們每天要長途跋涉。但

卻是十分美好的時光，和

當地人接觸、了解那裡的

風土人情”。 埃洛希亞修 

女繼續介紹，“主日，我 

們為病人和老人送聖體、密切 

接觸窮人；聽他們講述各自的

經歷、信仰和喜怒哀樂。逐漸組

建起來了兒童傳教小組”。 

    1992 年 12 月 12 的地震摧毀了

一切。但修女和地方團體堅持 

舉行彌撒聖祭、為遇難者祈禱、 

給人們帶去希望。2000 年 2 月，

修女們按照當地民俗用竹子建

起了一所房子，克服重重困難 

體驗艱苦的生活條件；從信仰

和傳教中得到安慰。 

    修女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使

命：“我沒有一天不宣講福音、

推動人文發展、講要理、走訪家

庭、進行傳教宣傳。最終，就是

為了把耶穌聖容帶給最荒蕪邊

遠的地方，讓基督聖容彰顯在 

飽受不公、貧困、孤獨和拋棄的

兄弟姐妹們的面孔上”。 

    隨著時間推移，聖容會先後 

在科丁村開辦了幼兒園、2008 

年第二所和第三所會院。兩位 

印尼籍修女開始招收學齡前兒

童，把車庫當教室，給孩子們上

課。直到 2015 年才建成了一所

新的小學校。2009 年和 2012 年 

，修會再度開闢了新的會院。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9 月 26 日在宗座

大樓書房窗口帶領信眾誦念三鐘經後，特別提到

當天是第 107 屆世界移民與難民日。他再次邀請

全人類，不僅是信徒，向這些人受苦的人，“移

民、難民、無家可歸者、人口販運受害者和遭遺

棄者”伸出援手。教宗說，“沒有偏見和恐懼的

一起同行，讓我們接近最脆弱者”。本屆世界移

民與難民日的主題是“邁向一個愈加寬廣的我

們”。聖伯多祿廣場的信眾們  (Vatican Media) 

    教宗呼籲道，“我們蒙召建設一個更加包容的

世界，沒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教宗說，他在

精神上與那些在世界各地慶祝世界移民與難民

日的人同在”。他也特別問候和感謝聚集在聖伯

多祿廣場上舉著不同形式和顏色的旗幟的團體。 

此外，教宗也向受到加那利群島的拉帕爾馬火山

爆發影響的人表達“接近和關懷”之情。他說：

“我特別想到那些被迫離開家園的人。讓我們為

這些受到考驗的人和救援人員向加那利群島虔

敬的雪中聖母祈禱”。 

      9 月 15 日，兩位來自緬甸的道明會會士在香 

港玫瑰崗學校小聖堂，由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

樞機祝聖為執事。據本台英語網站報導，兩位修

士的名字為：柯高(Gabriel Robinson Kyaw Ko Ko)

和敏特(Saw Justin Kaung Hbown Myint)。柯高來自

緬甸首都仰光，於 9 年前加入道明會。他在一份

信息中表示，自進入修會以來，上主一直親自帶

領他，克服優柔寡斷、度過許多艱難時刻，他也 

感受到上主

在他個人靈

性成長過程

中的陪伴。 

    28 歲的敏

特執事則來自緬甸壘固(Loikaw)，他在仰光加入

道明會後前往菲律賓學習英語，隨後前往香港實

習，並於今年在澳門聖若瑟大學完成神學培育。 

（梵蒂岡新聞網）9 月 19 日，耶

路 撒 冷 宗 主 教 皮 扎 巴 拉

（Pierbattista Pizzaballa）在約旦

安曼市的一個社區為聖安多尼

療養院主持了落成典禮，該養老

院將收納年老和患病的神父們。

據當地網站的消息說，落成典禮

前在“納匝肋聖母瑪利

亞”聖堂舉行了一台彌撒，

約旦輔理主教威廉·舒馬

利（William Shomali）、聖

座駐約旦大使舘代辦薩利

姆·薩耶格（Salim Sayegh）

主 教 和 本 堂 神 父 赫 賴 馬 特

（Anton Hreimat）一起共祭。 

賴馬特神父解釋說，療養院是教

友們捐助的成果，表達了他們對

司鐸們的情誼、感謝和讚賞，而

宗主教皮扎巴拉則强調，如果司

鐸們為天主子民服務了許多年，

總有一天他們會需要協助，所以

現在到了教友們回報的時候了。 

在聖安多尼療養院的住客當中，

基爾達尼（Hanna Kildani）神父提

起了教宗方濟各上星期四對倫

巴第大區年老和患病的神父們

所說的話，他强調說“老年不是

一種病，而是一個福分”。神父

表示，教宗因此顛覆了所有認為

老人是一種負擔，是可以被拋弃

的人性邏輯。正如教宗方濟各所

言，一個照顧病人的團體就能牢

固扎根在基督內。 

    上週，韓國首都首爾總教區 

舉行隆重派遣禮，向法國呂松教

區和日本東京總教區各派遣一

位從事牧靈服務的司鐸。 

   據信仰通訊社報導，首爾總教 

區負責傳教事務的副主

教喬古比蒙席主持了派

遣兩位司鐸的彌撒，另有

七位司鐸共祭。 

    在彌撒講道中，喬副主教強

調，“教宗方濟各和他的前任們

都明確要求我們關注並獻身於

東亞的傳教事業”,“我們也感

謝這些傳教司鐸在此迫切時 

刻接受派遣”。 

   除了向海外派遣傳教司鐸外, 

首爾總教區的海外傳教工作部

還在新冠疫情期間，通過活躍在

各地的韓國傳教司鐸分別向秘

魯、巴拿馬和菲律賓送出了 250

萬隻口罩。未來，首爾總教區還

將支持玻利維亞，並滿足當地韓

國傳教士的牧靈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