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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元月 16 日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省思當

天福音記載的加納婚宴的章節時說，天主願意

將最好的賜給我們，祂希望我們快樂。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元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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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省思了當天福音記載的耶穌在加

納婚宴中變水為酒的事跡。福音中說，“這是耶

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跡，是在加里肋亞加納行

的；祂顯示了自己的光榮，祂的門徒就信從了

祂”(若二 11)。  

  教宗指出，聖史若望提到的這個神跡激發了

門徒們的信德。教宗邀請信眾深入省思福音中

提到的“神跡”。“神跡是揭示天主的愛的標

記。它教導我們天主的愛總是親近、溫柔和憐

憫”。 

  聖母瑪利亞首先發現酒缺了，就向耶穌說，

“他們沒有酒了”。“耶穌不動聲響地行事，甚 

至完全沒有表現出來。一切都是在‘幕後’進行

的。耶穌讓僕役把缸灌滿水，水就變成了酒。天

主以接近和謹慎的方式行事。耶穌的門徒們領

悟到這一點：他們看到，透過耶穌，婚宴變得更

加美好。他們也看到耶穌行事的方式，祂在別人

看不到的地方服侍人，以致對好酒的讚美都給

了新郎。沒有任何人發現此事，只有僕役知道。

因此，信仰的幼芽在他們心中成長，就是說，

他們深信，天主的愛臨在於耶穌身上”。 

  在加納婚宴中發生的事不是在耶路撒冷

聖殿中特別的治癒或奇事，而是滿足普通人

的簡單和實際需求的舉動。教宗說：“耶穌

準備好幫助我們、鼓勵我們。那麼，如果我

們留意這些‘神跡’，我們會被祂的愛所征

服，成為祂的門徒”。 

  通常，在盛宴結束時提供的酒“不是太好

的”，而耶穌卻讓加納婚宴以提供最好的酒

來結束。教宗表示，“這象徵性地告訴我們，天

主願意將最好的賜給我們，祂希望我們快樂。耶

穌在我們心中留下的喜樂是圓滿而無私的”。 

  最後，教宗建議我們在記憶中找尋上主在

‘我的’生命中所行的神跡，祂向我們展示祂愛

我們。比如，“在那艱難時刻，天主讓我們體驗

到了祂的愛”。 

    日前，一座比里約熱內盧的標誌—救世基督

雕像更大的基督雕像的建設工程已進入收尾

階段，預計在今年 1 月底竣工。屆時，它將成

為繼印度尼西亞的“基督祝福像”和波蘭“基

督君王像”之後世界第三高的基督雕像。 

    這尊巨大的基督雕像坐落於巴西南里奧格

蘭德州恩坎塔杜市附近的一座山上（Cerro de 

las Antenas），自 2019 年開始奠基施工，原計

劃於 2021 年年末完工，但州政府已將期限延

長至今年 1 月底。雕像高 140 英尺(約 42.7 米) 

，張開的雙臂長 118 英尺（約 36 米），比里約

熱內盧 125 英尺（約 38.1 米）的救世基督像高

出 15 英尺（約 4.6 米）。 

    據 CAN 網介紹，去年 12 月底，南里奧格蘭 

德 州 州 長

同 意 當 地

政 府 鋪 設

道路，好使

朝 聖 者 及

遊客抵達該雕像所在地；另外，還將專門修 

建一條步行道，為徒步旅行者提供方便。 

    這座雕像將被稱為“守護者基督”：祂巍然

矗立，伸展著雙臂，似要將巴西乃至全世界攬

入祂的庇蔭之下。雕像的獨特之處還在於，其

內部設置了電梯。一旦完工，遊客將能夠乘坐

電梯到達基督像胸前心臟部位。從那裡，他們

可以“懷著‘守護者基督’的心情”俯瞰加里

波第湖、塔卡里山谷以及恩坎塔杜市的全景。 

    在非洲、美洲的團體中被殺害

的本堂司鐸們；因為不存在的財

寶，犯罪分子對他們嚴刑拷打、 

綁架；還有那些被輕易得到贖金

的幻覺所誘惑、為了壓制他們令

某些人不安的聲音，敦促他們不

要被動地服從犯罪的政權；積極

致力於社會服務工作的司鐸們，

就像在海地；因為所從事的服務

活動而被綁架和殺害，就像在法

國和委內瑞拉，會士被他教授的

一名學生殺害；在南蘇丹被冷血

殺手們殺害。 

    還有許多平信徒，這一數字在

不斷地增加。從南蘇丹的要理員

到緬甸幫助同胞逃離軍隊與武裝

游擊隊沖突的年輕教友；在秘魯 

 

 

被偷手機的歹徒殺害的在俗傳教

士；在中非遭遇地雷的青年教

友；墨西哥被殺的致力於非暴力

的人權活動家。他們都是“不能 

不為信仰作證”，用他們充滿了 

愛的生命力量，在每一天進行著

抵制暴力、戰爭和強權的和平戰

鬥。“他們因為用和平的行動說

出了真相而被殺害” 

   這份名單只是遇害人數的冰山

一角。本社每年總結的名單都是

臨時性的，所掌握的情況是有限

的。我們發表的，僅限於掌握了 

確切資料的。此外，還有許多人 

，或許人們永遠也不會了解他們

的情況，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他們遍及世界每一個角落，為 

了在耶穌基督內的信仰飽受迫

害、付出代價。 

    就非洲和南美大陸的情況，我

們以兩個有關的例子做出說明。 

二 O 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南蘇 

丹通布拉-延比奧教區姆博伊堂區 

遭到一夥武裝分子的破壞；三十

日，利門澤堂區團結互助小組遭

到不明身份歹徒洗劫。此外，通 

布拉-延比奧教區還強烈譴責要理

員骨幹被殺。痛斥發生在南蘇丹

全國各地的針對教會人員的綁

架、傷害、屠殺以及對教會財物 

的襲擊、破壞和洗劫。 

   教區主教庫薩拉蒙席發表聲明 

，敦促政府採取行動維護國家法

律及國際法準則保障的人權。強

調在此艱難局勢下，“天主教會

和所有宗教團體共同努力完善國

人的精神生活、支持人性尊嚴”。

通布拉-延比奧教區呼籲政府給教

會、教會人員和財產安全保障；

追回被盜教會財產，特別是姆博

伊堂區和利門澤堂區的損失、將

犯罪分子繩之以法。(下期繼完) 

    教宗方

濟各在上

個主日誦

念三鐘經

之後，提

到今年的

基督徒合

一 祈 禱

週。今年

的主題由中東基督教協會選擇，回顧賢士們跟

隨那顆星去尋找耶穌聖嬰的旅程，尊祂為王。      

    （梵蒂岡新聞網）“我們在東方見了祂的

星，特來朝拜祂。”（瑪二2）這是今年1月18-

25日舉行的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的主題，由中東

不同禮儀和教會的基督徒選擇。教宗方濟各在

上個主日誦念三鐘經之後，提到這每年一次 

，且對不同教會的基督徒意義重大的事件。 

    教宗說：“我們屬於不同教會和傳統的基督

徒，也是朝向圓滿合一行走的朝聖者，我們越

是定睛注視耶穌，我們唯一的上主，我們就越

接近這個目標。在這祈禱週期間，我們也要為

基督徒的合一獻上我們的辛勞和痛苦。” 

    世界基督教協會(WCC)也在其網站上談及這件

盛事，並結合當前的困境，指出“我們感到需

要那戰勝黑暗的光，這光正如眾基督徒所宣告

的那樣，在耶穌基督身上彰顯出來”。該協會

邀請眾基督徒注視那顆星，永遠保持希望。 

    中東基督教協會（MECC）在介紹今年基督徒

合一祈禱週的主題時，指出那顆“星”是基督 

 

 

徒聖召的圖像。“那顆星是指引遠道而來、不

同文化的賢士們前去朝拜耶穌聖嬰的標記，是

眾基督徒在走向基督的旅程中彼此共融的畫

面。基督徒必須成為祂渴望世界合一的標記，

天主透過這個工具引領萬民走向合一”。 

    中東基督教協會選擇《瑪竇福音》這句話作

為今年合一祈禱週的主題，原因有許多。首

先，中東地區的歷史充滿暴力和緊張局勢，需

要和平之光；其次，天主聖言在中東生根並結

出果實，耶穌的門徒們從這裡出發，宣講福音

直到地極。此外，中東為教會貢獻了數以千計

的基督徒見證人和殉道者，今天仍然如此，

“基督徒小團體的生存受到威脅，就如耶穌聖 

嬰那樣”。 

    最後，中東

基督教協會表

示，西方的基

督徒隆重地慶

祝聖誕節，而

對東方的基督

徒來説，重大

的節日則是主

顯節，即天主

的救恩向全人

類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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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自 1 月 5 日起，開始施行 

更嚴格的防疫管制政策。每年 1 月 9 日在馬 

尼拉舉行的黑耶穌雕像遊行活動也被迫取消。 

    自進入今年 1 月份以來，菲律賓新冠病例驟

增，從 1 日的單日新增 3507 例，到 8 日的單 

日新增 26211 例。為此，菲律賓政府發布了更

嚴格的防疫管制令，尤其禁止大型群眾集會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在面向全國的講話中 

，特別指出，“取消 1 月 9 日的黑耶穌雕像遊

行活動，希望教會及信友們給予理解”。 

    黑耶穌雕像遊行是菲律賓最盛大的慶祝活

動之一。這尊黑耶穌像最初於 1606 年 5 月 31

日由奧斯定會傳教士從墨西哥經水路帶到馬

尼拉。途中船隻遭遇大火，所有物品俱被燒毀 

，唯獨這尊聖像奇蹟般地完好無缺，只是被濃 

煙熏黑 

。於是 

菲律賓

人相信

只要懷

著信德

觸摸這尊雕像，就會得到身心的治愈。每年的

黑耶穌像遊行，也都會吸引數百萬信眾參與 

其中。今年政府取消遊行的舉措，令無數準備

前來的教友大失所望。 

    黑 耶 穌 堂 的 助 理 司 鐸 道 格 拉 斯•巴 東

(Douglas Badong)司鐸在接受本台(RVA)採訪時

表示，他對這一決定感到難過，但仍“尊重衛

生當局的決定”；並邀請信友們在當前情況下 

，“祈禱與分辨來自‘黑耶穌’的訊息”。 

    元月 18 日至 25 日是基督徒合

一祈禱週。世界主教會議秘書長

格雷奇樞機和聖座促進基督徒合

一委員會主席科赫樞機，邀請所

有基督徒為合一祈禱、繼續共同

前行。 

   （梵蒂岡新聞網）世界主教會議

秘書長 Mario Grech 樞機和聖座促 

進 基 督 徒 合 一 委 員 會 主 席

(Kurt  Koch)樞機在一封寄給所有

致力於大公運動的主教的聯合信

函中，為在地方教會實施同道偕

行進程的大公幅度給出建議。這

兩位樞機寫道，“同道偕行和大

公運動都是一起前行的進程”。 

    以“我們在東方見到了祂的

星，特來朝拜祂”為主題的 2022

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為“與所

有基督徒共同祈禱使世界主教會

議促進合一”以及“使世界主教

會議本著大公精神進行”提供了

有利時機。“就如三位賢士那樣， 

基督徒也在同樣的天上的光的引

領下同道偕行，共同面對世界上

的黑暗”。 

    信函中寫道，“他們也蒙召一

起去朝拜耶穌，並打開他們的寶

藏。我們要意識到我們需要在基

督內的我們弟兄姐妹的陪伴，我

們邀請他們在這兩年中與我們同 

行，我們真誠祈禱，基督使我們 

更加接近祂，這樣，使我們更加彼 

此接近”。最後，世界主教會議秘

書長格雷奇樞機和聖座促進基督

徒合一委員會主席科赫樞機的聯

合信函以一段祈禱文結束。 

  （信仰通訊社）—2021 年，印度基督徒經歷

了“最為暴力的一年”。有案可查的暴力和仇

視基督徒事件高達 486 起，震驚了全國。印度

少數派基督信仰團體面臨著極其嚴峻的暴力

局勢，印度教極端勢力分子遍布全國各地。 

   同時，針對熱愛和平的印度基督信仰團體的

暴力事件每年都在增加。“基督教聯合論壇”

統計，“2021 年共計近五百起暴力迫害基督徒

事件”。最後三個月裡，即聖誕瞻禮前，發生

了 180 多起針對基督徒的事件。     

    基督教組織強調，“日前打著宗教自由名義

頒布的反宗教皈依法令情況進一步惡化。毫 

不誇張的說，這是某些團體精心策劃的行徑 

，旨在按照宗教信仰歸屬分裂國家”。 

   據“基督教聯合論壇”統計，印度對基督徒 

的迫害激增，從 2014 年 127 起增至 2021 年的

486 起。去年，北方四個邦——北方邦、恰蒂

斯加爾邦、賈坎德邦和中央邦——的情況最 

為嚴重。同時南部地區的情況也不容樂觀。 

    在 “ 基 督

教聯合論壇”

律 師 的 努 力

下 ， 成 功 讓

210 名被關押

人員獲釋、46

處宗教活動場所重新開放或者繼續活動。印 

度全國各地上演的暴力事件，幾乎全部為宗 

教極端勢力分子所為。他們威脅、恐嚇、暴力

侵犯、擅自圍攻基督徒。甚至在警察局外打出

口號和示威，向本已不作為的警方施壓。儘管

印度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定，要求遏制暴力。 

    2019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印度全國十三億 

人口中，基督徒僅佔 2.3%。換言之，從沒有任

何基督徒強迫他人改教。  2015 年 1 月 19 日 

，“基督教聯合論壇”推出熱線電話，支持基

本自由權和正義、自由、平等、友愛等價值觀 

。幫助陷入困境的人們，特別是那些不了解國

內法律的人，指導他們與公共當局打交道。 

    1 月 10 日，教宗方濟各按照慣

例在梵蒂岡祝福大廳(Benediction 

Hall)接見了來自 183 個國家和地

區的駐梵蒂岡外交使團，向大使

們送上新年祝福，並發表了“世

界現狀”新年致辭。 

    教宗的新年致辭是對當今世界 

問題的俯瞰與總結。在

致辭中，他談到了新冠

疫苗壟斷，移民遭利用 

、成為政治武器，多邊 

主義信任危機，國家內

部及國家之間的衝突，

以及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問題。 

    據梵蒂岡新聞網英語部門報

導，教宗在致辭中指出，作為居 

住在一個共同家園裡的人類大家

庭，為了能夠解決時代的緊迫問

題，我們需要對所有的現實有深

刻且統一的認識。因此，“對話與 

友愛”將是通往所有問題的答案 

。而對話與友愛文化的培養，“有

賴於教育與勞作”。教育使人自由

並有責任心；勞作則是“自我天

賦的表達”並最終走向服務他人 

、奉獻社會。 

    在講話的結尾處，教宗再次為

和平吶喊，他呼籲人們“不要害

怕在生命中為和平留出位置，並

培養我們之間的對話及友愛。和

平是具有感染力的善，它從渴望

和平的人的心中蔓延開來，並將

芳香傳到全世界。” 

   《聖經金句》 
        
  藉著耶穌我們得因信
德進入了現今所站立的
這恩寵中，並因希望分
享天主的光榮而歡躍。  
       (羅五: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