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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区主任 杨光明神父
杨光明神父 致词
敬爱的主教, 邓神父, Fr. John, 蔡修女, 牧民大会主持人,
牧民理事会主席, 财经委员会主席, 各善会团体负责人,
主內的兄弟姐妹,
我很荣幸能够为耶穌圣心主教座堂服务。一支蜡烛如果不点燃，为它
有何用呢？然而，這個堂區呈现出一个独特的牧民景观。为什么？它
位於我國第二大城市 —— 新山的中心。這样的排名只不过象征性的
描述新山市。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来自新山，并在这里工作。但也有人
无法参与，因为他们需要赶回新加坡以 避免塞車。因此，我们独特的
团体包括本地及移民的教友。相对于其他难民，我们的移民教友可谓
“经济移民”。我们的教育体系也 反映了这种独特的结构 —— 涵盖
本地，家庭，新加坡和国际学校背景。
你可以想象，要规划一个统一性的牧民计划是多么困难。在处理的方
式中，我们必须更加 细致入微，也许要富有同情心。无可否认，有些
人将不得不被遗漏，只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的资源或针对性的策略。
广义而言，尽管很 困难，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团体和使徒工作变得更有
灵活性和有效性。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为 我们的青年授予坚振圣事，
尤其是那些在 新加坡和国际学校就读的人。
我刚刚說明了为天主教徒服务具有挑战性的 使徒领域。一个显而易见
的现实便是遵循常规的周末相对伊斯兰的周末--周六/周日相对周五/
周六。
尽管艰巨，我们对堂区的焦点是定向 2022 年。届时，甲柔教区将迎来
禧年金庆，而主教座堂则是红宝石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预计在明年
开始，因此它将涵盖 3 年的时间。
从教区的 4E 策略(相遇˴给力˴开悟˴福传)，意味着我们将把重点放在
需要更新的部分， 为未来 50 年教会的福传使命做很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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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们的时限以及如何达到 2022 年，我想提出一条可以体现深奥
神学真理的途径，那 就是经常被引用的祈祷律
祈祷律(lex
orandi))，信仰律
祈祷律
(lex credendi))。按照字面意思是祈祷法则即是信仰法则。换句话说，
我们如何祈祷反映了 我们信仰的內容。回顾一下刚过去的圣母升天节
颂谢词，祷词表达了我们的信仰，即玛利亚蒙召升天，是教会要达到
圆满境界的开始和 预像，也是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找到回天乡之路，
充满确切希望和安慰的凭证。
如果这太令人难以理解，我们再看另一个为奉献生活者(会士)的颂谢
词。
许多圣人圣女为了天国而献身于基督，
许多圣人圣女为了天国而献身于基督，
我们在他们身上颂扬祢的神智妙用；
们在他们身上颂扬祢的神智妙用；
祢召叫人类恢复原始的圣洁，
祢召叫人类恢复原始的圣洁，
使我们今生就已体验到祢来世赐予的恩惠
使我们今生就已体验到祢来世赐予的恩惠。
们今生就已体验到祢来世赐予的恩惠。
原始的圣洁是对奉献生活的一
一个邀请，去反映天堂的生活，意思是如
原始的圣洁
果你想知道和体验天堂是什么样的，那就看看奉献生活者。我们知道
现实通常是相反的，当你想要体验地狱时，你就加入奉献生活。纵然
如此，我们也无须大惊小怪，因为丑陋的罪恶本来就存在。罪恶虽然
削弱人性，但奉献生活乃是天主恩赐给世界的礼物。这不变的真理能
帮助我们记起有天国的临在，是我们可以通往的。
所以，我们的祈祷不仅决定了我们的信仰，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意思是祈祷律(lex orandi)˴信仰律 (lex credendi) 这句格言并不止 于此，
因为我们所信仰的必须渗入我们的生活中。比較切合实际，这个原则
应该表达为祈祷律
祈祷律(lex
orandi)) 、 信仰律 (lex credendi)) 、 生活律
祈祷律
生活 律 (lex
vivendi)) 。这表示我们崇拜的方式反映了 我们的信仰，也決定我们的
生活方式。
第一年，即从现在到明年年底，我们将焦点 放在礼仪的更新。这听
起来好像不重要，但 并非如此。事实上，它遵循圣依纳爵﹒罗耀拉的
神操，其中的原则与基础告诉我们：人之 受造是为赞美、尊敬、事奉
我们的主天主， 因而拯救他们的灵魂。事实上，奉献生活者(神父，
修士或修女) 的三愿生活，体现了这一原则，即我们应首先寻求天主
的国， 其他的一切自会加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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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害怕圣事的严谨。为什么？因为 我们认为礼仪的实用性和
功能性应该高于礼仪的琐碎表达。例如，当我们听到耶稣，玛利亚或
天主圣三的名字时，我们是否需要点头？ 这种简单的姿态可能看似
微不足道，但可以证明我们与天主并不平等--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
区分是无限的，因此，浅鞠躬(点头)或深鞠躬(俯身)表达了这种信仰。
这就是祈祷律(lex orandi)˴信仰律 (lex credendi)。
你是否知道，按照罗马礼，感恩经第一式是 我们教会正确的感恩经？
无论我们使用什么 语言，华语˴印度语˴马来语或英语，我们都不能逃避
一个事实--我们是属于拉丁礼教会。然而，根据经验，许多神父避免
使用感恩经 第一式，因为认为它“太长”。如果我们拒绝使用这原
属于拉丁礼教会的祈祷，这将是我们的根源问题。我们其实不知道
我们在相信什么。祈祷律
祈祷律 (lex orandi))是信仰律 (lex credendi)) 。
请留意我们的祭衣，我们的容器以及礼仪细节如鞠躬，感觉上是不必
要的，但实际上是我们更新的核心。这个行使不是一个狭隘的焦点或
所谓的短视，而是寻求举目向主，以便我们可以获知祂对世界的观点。
祈祷律(lex orandi)与信仰律 (lex credendi)关系密切。所以，肤浅的信仰
也许是反射了沒有认识天主是谁。因此，当人不知道天主是谁时，
他们会将信德放在其他事物上。
但是，我们听过这样的话：“当你不爱你能看见的近人时，你怎能爱
你看不见的天主呢？”我们用近人来衡量我们对天主的爱，也就是说，
如果你更爱你的近人，那表示你更爱天主。我们将对近人的爱等同于
对天主的爱。那么，你也可以说共产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爱 近人的基础
上的。然而，共产主义者根本不爱天主。在这种看似高尚的人文主义
哲学中， 天主是最容易被我们遗忘的。
我们的文化被“行动主义”所吸引，因为它具有功能性和实用性。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为 穷人提供食物。 它肯定较为实际，因为成果一目
了然。这种心理在诸如获得 KPI（关键绩效指数）等成就方面表现出色。
在这个功能性和实用性的矩阵中，天主应该为我们服务。 怎么说呢？
藉著由我们自行组织的礼仪，以方便我们来敬拜他。这是自欺欺人，
以崇拜天主的幌子为借口，实际上我们崇拜的是为自己制造的神 -这就是方便和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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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天主是我们崇拜的中心时，我们才会慢慢地，不知
不觉地改变我们的行为举止和生活观。天主的爱必然流露在我们对
近人的爱中。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参与天主的事。因此，祈祷律(lex
orandi)˴信仰律 (lex credendi)˴生活律 (lex vivendi)。我们的礼仪建立了
我们的信仰，并为我们的传教活动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它应该流动的
渠道。
很快你们就会发现辅祭将使用更新更清洁的辅祭衣。他们是在崇拜
天主，但是如果他们的穿着糟糕又肮脏，表明他们所崇拜的实际上并
不值得他们崇拜。当我们的辅祭穿着破旧时，我们怎能指望別人穿着
得体呢？我们将更新我们的其他祭衣，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一个赏心
悦目的盛宴，换句话说，我们的礼仪是天堂的反映。如果礼仪是丑陋
的，谁愿意去天堂。也许这方面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不冷不热。注意
天主的特权只会使我们对天堂的感觉更加敏锐，并使我们与天主的
相遇能够渗入我们 看待世界的方式。
参加平日弥撒的人会看到我常庆祝圣人的瞻礼，因为他们是我们的
一群见证人。我希望我的另外两位神父也会这样做。我们遮盖了我们
圣体室内的圣体光，因为按照《救赎圣事》训令的指示，在明供至圣
圣体时，不能沒有信众的陪伴或朝拜。我们将庆祝我们主教座堂奉献
日，耶稣圣心主保瞻礼，Margaret Mary Alacoque 等。我们也希望在
众信友中推广朝拜的文化。
其次，我们以天主为中心，开始革新我们的人民。为了避免看似服务
天主的行动主义，以至最终使我们爱天主的事物，而不是事物的天主，
我们必须腾出时间进行退省和避静，在我们的生活中给天主留出空间。
这是我们更新的核心，否则我们将停留在所谓的“天主的 事物”的
水平。从为天主而组织的活动中，我们需要进入活动里存在着天主的
空间。我们不能停留在功能性，而是要被天主所启迪。你们当中有多
少人做过一次在主面前保持沉默的退省？我们多久一次参与朝拜圣体?
我们也将付诸实行，以专业操守来体现对我们所要求的正义原则。
我们对资源的使用必须 反映平信徒对我们管理的信任，同样的保护
儿童必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将是 2020-2021 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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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要寻求更新我们的结构，基本上是我们的建筑空间，让
天主的家成为爱和希望的明灯。外在的标记表达内在的恩宠
外在的标记表达内在的恩宠。我们
外在的标记表达内在的恩宠
现在介绍教会这一深奥原则的第四部分。祈祷律
祈祷律(lex
orandi))˴信仰律
信仰律
祈祷律
(lex credendi))˴生活
生活律
建设律 (lex aedificandi))。祈祷决定
生活律 (lex vivendi))˴建
我们的信仰和建设我们的生活，也因此影响我们对建筑架构的建造。
英 语 单 词 “ edifice ” （ 建 筑 物 ） 与 aedificandi 不 谋 而 合 都 和
“edify”一词相关联，意思是在道德或智力上指导或改善某人。因此，
作为一座建筑物的主教座堂应该是天主的光辉建筑，吸引所有人到祂
那裡。巴黎圣母院最近的经历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启发性。浩劫之后
的大教堂吸引了所有伟大的赞助商和广告，但实际上，这笔资金不是
来自名人，而是来自无足轻重的人—没人在乎的，无名人士，穷人。
他们意识到天主的房子不是打广告的牌子。
因此，凡被赋予能力的更新者将成为我们结构更新的支柱。我们将
翻新主教座堂，使建筑成为表达内在恩宠的外在标記--一座反映皈依
者之美丽的建筑物。
主教座堂的翻新，即其实体更新，将在 2021 年的某个时间进行，以便
完成的翻新工程将 成为我们所纪念的双胞胎周年纪念日的一部分。
我们进行翻新的蓝图是根据姚佳祝神父 设立的起草计划进行，并做了
一些修改，特别是对于需要修复的彩绘玻璃圣像。我们将有 一个团队
展开此工作。尽管如此，Laudatosi (教宗方济各通谕--愿祢受赞颂)
将是这次更新的基本要素。为此，我们必须把钱用在我们的承诺上。
我们谈到一个可实行的境況，那么 我们的行动必须支持这一点。我们
将购置一台工业清洗机清理餐具，并朝向零使用一次性塑料的目标。
您或许已能辨识到我指出的轨道。如果你感到困惑，让我重申我到
目前为止所说的话。我想绘制一条路径，以便我们可以到达 2022 年。
总的来说，我们衡量成就的文化基础是在于做
做。因此，我们很乐意
讨论活动，并害怕我们可能会因为做得太少而被评判。这个让我们很
自在原则，其实是“我做故我是”。这原则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观察
男女婚姻之间的盟约关系。买花給妻子会让男人成为丈夫吗？不会。
他在行為上可以是丈夫，但实际上他的心可能在 其他地方。然而，
如果他接受他是一个丈夫，那么买花只不过是他作为丈夫的表达。他
的忠诚˴保护和供给源于这个事实，他是丈夫。为你的孩子提供食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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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处不会让你成为父母。相反的，你身为父母会让你提供食物和住处。
使用祈祷律(lex orandi)˴信仰律 (lex credendi)˴生活律 (lex vivendi)˴建设律
(lex aedificandi) 这个原则，只是让我们贯彻“我是故我做”。我们是
受造物，我们认识自己是谁，因此我们崇拜天主，相信祂，并按照
我们所信仰的去生活和建设。
未来三年的焦点是天主˴子民和建筑，我们不能忽视 4E 的成果包含了
“受洗和被派遣”的含义。任务就在眼前。正如 St Edmund Campion
曾经说过的：“费用被估计，事业就开始了; 这是天主的，无法去抵
挡。因此信仰已被种下了：所以它必须被修复。”这是一个我们将要
共同进行的旅程，以光荣 天主。 愿主受赞美。 谢谢。
再补充一点，家庭日
家庭日即将来到，它属于生活律(lex
vivendi)。法律
家庭日
不是顺序直下，从祈祷到信仰再到生活。相反的，法律当下表达了
祈祷 信仰˴生活和建设的关系是互相贯穿的。我们的诱惑是被我们存在
的功能受累，意思是我们的生活围绕着物质的福祉以致我们忘记 相信
天主可以提供。当我们只注重世俗时，就会被它所束缚，而忽略了
感情关系的重要。家庭日帮助我们优先考虑天人及人人的关系胜于
经济的要求。我们是人生旅途中的朝圣者--确实是一个朝圣家庭，
因此一起娱乐可以使我们的关系加深，如此我们可以在走向天堂的
朝圣路上互相帮助。我祈祷你会为家庭日腾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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