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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在天主之母節主持大禮彌撒，鼓勵我們
信賴聖母瑪利亞的母愛護佑。願聖母帶給我們勇氣，使
我們喜樂地確信上主是忠信的，祂必會把每個十字苦
架化為復活。(圖:教宗在天主之母節主持大禮彌撒)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於 2022 年元旦、天主
之母節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主持了大禮彌撒。為嚴
防新冠疫情擴散，當天參禮的人數不多。教宗在講道中
指出，牧羊人在白冷探訪在馬槽裡的耶穌聖嬰時倍感
欣喜，因為馬槽是天主親近他們和所有貧困、受排斥者
的證明。主耶穌生來「弱小又貧困」，這個事實令我們
心中充滿了「愛，而非恐懼」。
面對期待與現實的落差，我們從福音中得到的喜樂也會
教宗表明，聖母瑪利亞當時的處境卻大不相同：她得 遭遇試煉。聖母瑪利亞教導我們，在這些艱辛處境中，我
忍受「馬槽的難堪」。聖母早在牧羊人之前就已聽聞天使 們能學習在信德上成長、成熟，因為「通往目標的道路狹
報喜，知道自己要誕育一子，起名為耶穌，祂將被稱為至 窄，要是沒有十字苦架就沒有復活」。
高者的兒子。然而，在分娩時刻，瑪利亞不得不將嬰孩安 為了克服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我們需要像聖母那樣
放在「牲口用的馬槽裡」。教宗問道，聖母怎能將至高者 把所發生的一切「默存心中」，而非遺忘或拒絕現實。聖
的光榮與馬槽的辛酸貧困相調和呢？但是，聖母並未灰 母把「生活中體驗到的驚喜和困擾都默存心中」，也就是
心喪志，反倒「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 天使宣報的喜訊，以及她生產的簡陋馬槽。教宗說：「聖
（路二 19）。
母並未挑三揀四，而是默存心中。她接納生命，沒有試圖
牧羊人喜不自禁，逢人便說他們在夜裡看見天使報喜、 偽裝或粉飾它。」
前去朝拜耶穌聖嬰的事。聖母則是若有所思，在心中思量
談到聖母「反覆思想」的態度，教宗闡明，聖母將一切
著當下的現況。教宗指出，這兩種不同的反應呈現出信仰 放在心裡，為美好和挑戰祈禱，從天主的視角分辨出其中
經驗常見的兩個層面：牧羊人提醒我們，在信仰之初，一 更重大的意義。聖母明白「至高者的光榮在謙遜中彰顯出
切似乎簡單又清晰；而聖母的沉思則表現出「成熟穩重 來」，她在聖嬰耶穌必須躺在馬槽裡的現況中「接納天主
的信德」。
的救恩計劃」。
教宗敦促信眾向天主之母學習她「默存心中、反覆思
教宗觀察到「默存心中」和「反覆思想」是許多母親
想」的態度，因為我們也會必須應對人生中的重大挑戰， 的態度，她們正面迎向養育兒女的挑戰。慈母的目光與

愛讓人能從更廣闊的視野
看待一切，「認識現況，並
且腳踏實地」。那照料、關
愛的目光能激發新希望。他
表示，我們需要這種能在分
裂中「編織共融絲線」的人。
新年伊始，在天主之母、
我們的母親瑪利亞的注視
下，有一條「通往新生與成
長的道路」。教宗期勉每個
人更努力捍衛母親、保護婦
女，並沉痛指責當今婦女遭
受暴力的可怕問題。「傷害
婦女等同於冒犯天主，一位
從女人身上取得我們人性
的天主」。
教宗最後祈願在聖母瑪
利亞的母愛護佑下，她能助
佑我們大家「把一切默存心
中，反覆思想，不怕考驗，
並喜樂地確信上主是忠信
的，祂必會把每個十字苦架
化為復活」。在講道結束之
際，教宗邀請眾人效法厄弗
所的天主子民，高呼三聲：
「天主聖母、天主聖母、天
主聖母！」

董事長 : 吳端華
社 長 : 張漢文司鐸
印尼 天主教華 語教會联絡處

電 話 / 傳 真 :( 0 2 1 ) 6 2 8 9 1 9 2
電郵 :

《聖經金句》

可愛的諸位，我們應該彼
此相愛，因為愛是出於天主
；凡有愛的，都是生於天主
，也認識天主；那不愛的，
也不認識天主，因為天主是
誕期的禮儀，指出降生成人的偉大奧跡在我們心 利亞的驚喜、教會的驚喜充滿著感激之情”，意 因為決定“團 愛。」

教宗方濟各在 2021 年歲末年終的晚禱中，對即
將結束的一年進行了反思，提醒世人要永遠信賴
上主。（梵蒂岡新聞網）在 2021 年歲末年終的時
刻，整個世界仍然籠罩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陰霾
之中，樞機團團長雷（Giovanni Battista Re）樞機
於 12 月 31 日傍晚 5 時主持了一年一度的年終晚
禱禮儀活動。教宗方濟各在禮儀中講道，回顧聖

中喚起驚喜、讚歎和默觀的意識。
教宗首先解釋瑪利亞、若瑟和白冷郡牧羊人對
基督的誕生是何等“又驚又喜”，這也應激發我
們對基督誕生奧跡核心的理解。教宗指出，這驚
喜感必須是深刻並觸動我們的心靈，否則我們的
生活或社會就不會有任何改變。
教宗解釋道，“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居住在我
們中間”的現實提醒我們，在這開始天主之母節
的隆重禮儀中，瑪利亞是這一事件的首位見證
者。教宗表示，因她的謙遜，她成為最偉大的見
證者。她的内心“充滿著驚喜”。教宗指出，“瑪

識到“天主沒有抛棄祂的子民，祂已經來到，是 結一心負起責
(若望一書四 一 7-8)
與我們同在的天主”。
任”的選擇來
雖然我們生活的問題和挑戰依就存在，但我們 自天主，來自耶穌。“祂在我們的歷史中一次而
知道“我們並不孤單”，天主愛我們、救贖我們， 永遠地留下了最初呼召的“路徑”，即：成為所
“恢復我們作為子女的尊嚴”。這使我們感到安 有人的弟兄姐妹、同一天父的子女”。
慰。
最後，教宗鼓勵大家仰望“向我們微笑”的榮
接著，教宗指出，疫情大流行造成了“一種迷 福瑪利亞，願她教導我們信賴並追隨上主。祂賦
失的感覺”。在開始時，似乎有一種團結的感覺， 予我們生活和我們所作的一切以意義。教宗祈禱
即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接著就是“能者自救” 說：“讓我們堅信無論在快樂還是悲傷的時刻，
的誘惑。後來，“感謝天主，我們再次以責任感 祂給予我們的望德是一個永不叫人失望的希
作出回應”，我們必須懷有對天主的感激之情， 望。”鏈接網址： www.vaticannews.c

亞的斯亞貝巴（信仰通訊社）—埃塞俄比
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總主教區總主教索拉
菲爾樞機在聖誕文告中指出，“政府應該保
障人的生命權、尊重憲法高於一切、保障和
平”。按照儒略歷，埃塞俄比亞教會和世界
東方禮教會一樣在一月七日慶祝聖誕瞻禮。
索拉菲爾樞機指出，“提格雷州戰爭造成
的死傷人數是不能容忍的，至少 950,000 平
民流離失所、60,000 名埃塞俄比亞人逃到了
與蘇丹交界的邊境地區”。“我們應該與全
體兄弟姐妹一道共同生活在一起，無論他們
的種族、部落、性別還是年齡。

聽到天使宣報的喜訊後，匆匆前去
朝拜耶穌聖嬰（路二 16-21）。教宗
指出，聖母瑪利亞「溫柔慈愛」地把
耶穌嬰孩放在馬槽裡，邀請我們敬
拜祂、瞻仰祂。這裡我們要「凝視
聖母瑪利亞的母愛」，
「她把降生成
人的天主子獻給我們所有人」。
在 2022 年的第一天，教宗在三
聖母瑪利亞不發一語地把耶穌
鐘經祈禱活動中鼓勵我們祈願天主 放在我們眾人眼前。教宗表示，這
聖母瑪利亞、和平之后使我們內心 一舉動傳達出一個令人驚喜的訊
和世界得到和諧。
息：天主與我們同在，祂臨在於我

我們，「不排斥任何一個人，卻使
我們人人互為弟兄姊妹」。
躺在馬槽裡的耶穌聖嬰「溫柔地
鼓勵我們」。教宗強調，我們此刻
急需這份鼓勵，因為我們仍處於「
疫情造成的動盪、艱辛時期」，經
濟和社會問題導致許多人對未來感
到恐懼。教宗由此想到現今有許多
年輕媽媽和她們的孩子逃離衝突和
飢荒，或是在難民營裡等待援助。
我們也像聖母瑪利亞那樣，能在我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於
2022 年元旦、天主之母節暨第 55
屆世界和平日正午在梵蒂岡宗座大
樓書房窗口帶領聚集在聖伯多祿廣
場上的信眾誦念《三鐘經》，祝賀所
有人新年快樂，並在念經前省思當
天的福音。聖史路加記載，牧羊人

們的世界裡為他人作出積極改變。
教宗最後勉勵眾人說：「我們如
果成為友愛的匠人，就能為一個因
戰爭和暴力而四分五裂的世界重新
12 月 10 日，孟加拉國獻主會喜添三位新
編織絲線。」在新的一年開始之際
鐸，這使獻主會在該國的司鐸人數增至 31
，教宗祈願「天主之母、和平之后
人。當天晉鐸典禮在達卡真福馬善樂教堂
使我們的內心和全世界得到和平」。
舉行，典禮彌撒由達卡榮休總主教德羅薩
里奧(Patrick D'Rozario)樞機主禮、拉傑沙希
教區主教羅薩里奧(Gervas Rozario)共祭。
據亞洲新聞網報導，當天晉鐸的三位司鐸
我們同居共處，寄居在我們中間，
分別來自孟加拉國拉傑沙希教區、邁門辛
而不是保持距離”。
教區以及庫爾納教區。來自拉傑沙希教區
教宗籲請信眾騰出空間，讓上主
的蒙達爾(Herat Thanda Mondal)新司鐸表示，
進入他們的生活中。“每個人都有
在他的哥哥不慎於池塘中溺亡後，其父母將
自己的罪過，上主不怕我們的罪，
他奉獻給了天主並鼓勵他走聖召之路。他
祂來是為治癒我們”。教宗指出，
在這些日子裡，在馬槽前停留片刻
，迎接上主。馬槽布置表現了日常
生活中的所有問題：從艱辛工作 （信仰通訊社）—1 月 3 日，巴基斯坦信德
的牧羊人，到威脅無辜者的黑落德 省馬里爾區監獄舉行了天主教新堂落成啟
，再到極大貧困。在這一切中，天 用儀式。信德省監獄總監察長納齊爾•艾哈
主願意與我們“同居共處，祂等著 邁德表示，“這座新教堂肯定將有助於基督
我們向祂講述我們的生活狀況”。 徒監獄犯人祈禱、反思自己的生活並悔改、

們觸手可及的地方。祂來到我們中
間，並不是要我們畏懼祂，而是展
現出一個渴望被愛的人的脆弱。天
主子分享我們的人性，好能與我們
同在，成為我們中的一員。「祂降
生時幼小且匱乏，好使每個人不必
再自慚形愧」。耶穌聖嬰十分親近

接著，教宗表示，“上主面對我
們的脆弱時沒有退縮，而是接近我
們、降生成人、降臨到黑暗中，居
住在對祂來說是陌生的地方。天主
為什麼要如此作呢？為什麼下降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元
月 2 日主日在梵蒂岡宗座大樓書房
窗口主持誦念三鐘經活動。念經
前，他省思了當天福音內容，“聖
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
（若
一 14）。教宗邀請聚集在聖伯多祿
廣場上的信眾跟隨天主聖言、省思

到我們這裡？祂這樣做是因為祂
不甘心看到我們迷失而遠離祂，遠
離永恆和光明。這就是天主的作
為：祂來到我們中間”。
教宗解釋道，如果我們認為自己
當不起，這並不能阻止天主前來；
即使我們拒絕祂，沒有準備好也不
樂意歡迎祂時，祂還是願意來到我

光明與黑暗。
們中間。教宗說，聖誕節邀請我們
“因此，在聖誕馬槽前，我們向
教宗說，“耶穌是進入黑暗世界 從上主的角度看事情，祂渴望降生 耶穌說我們具體的事情。我們正式
的天主的光。天主是光：在祂內沒
有昏暗；反之，在我們內有極深濃
的黑暗。現在，因著耶穌，光明與
黑暗相遇：聖潔與過錯、恩寵和罪

成人。“如果你的心似乎被邪惡汙
染得太深、似乎混亂，請不要封閉
自己，請不要害怕：祂來到我們中
間。寄居是當天福音使用的一個動

邀請祂進入我們的生命，尤其是進
入我們的黑暗領域。每個人都有黑
暗領域、我們的‘內在馬廄’。讓
我們也毫無畏懼地向祂講述我們

過相遇。耶穌降生成人正是相遇的 詞，來表明這樣的一個現實：表達 時代的社會問題、教會問題及個人
地方，天主與人的相遇、恩寵與罪 一種完全的分享、極大的密切關 問題，甚至是最糟糕的問題：天主
過的相遇”。
係。這是天主所願意的，祂願意與 喜歡住在我們的馬廄裡”。

在讚美天主中改變生活。我希望監獄犯人中
的基督徒接近天主，每一種宗教都教人好好
生活、與他人和平相處。我們為基督徒犯人
能在這所祈禱之家中改變自己祈禱；讓這
裡的犯人能夠感受到內心的平安”。
據本社獲悉，因為疫情，艾哈邁德總監察
長在聖堂啟用儀式上向人數有限的獄警、志
願者以及促進這項工程的“天使福利信託
基金會代表、幾名犯人代表發表了上述講

像同一個大
家庭一樣彼
此相互支持、
團結一致”。
索拉菲爾
樞機為難民
發出呼籲，
“我們特別支持難民兄弟姐妹們。通過上
主的愛，我鼓勵你們在實踐愛德中歡度聖
誕”。 最後，埃塞俄比亞教會領導人呼籲嚴
格遵守抗擊 Covid-19 疫情措施。目前，全國
126,241 人感染、1,963 人死亡。

即將前往吉大港教區服務。祈願自己能成
為一部生活的福音，向他人見證信仰。
在晉鐸儀式中，德羅薩里奧樞機向三位
新司鐸表示祝賀，並感謝他們的父母將自己
的孩子奉獻給了教會。此外，樞機還說道：
“年輕的司鐸將使我們的教會變得更加積
極和活躍。請大家為他們祈禱！”

話。並高
度讚賞基
金會為此
做出的貢獻，特別是一視同仁地幫助各種不
同信仰的監獄犯人。在他們的資助下，“還
將在監獄裡建成一座印度教神廟”。
這是信德省第一座監獄天主教堂。巴基斯
坦基督徒社會義工納瓦布向本社表示，“目
前，這所監獄里大約有 150 名基督徒犯人。
監獄裡建成的聖堂將會給基督徒犯人帶來
重大影響。在這裡他們可以與天主建立起
更加密切的關係”。“未來計劃中還包括了
建設專門供司鐸使用的更衣所和服務設施、
一間供犯人們進入聖堂前點聖水的房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