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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攜手邁向天鄉”
致候IVE Meeting 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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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0日意大利, 羅馬

讓我們攜手邁向天鄉 1

第三會指引書, 119

極親愛的第三會成員及朋友們：
歡迎你們各位！

願天主受讚美，因為祂恩賜我們這個愉快的時
光，與你們各位來自58個不同國家的道生會的
平信徒及朋友們相聚！在此我們能夠接待你們
各位，親自地向你們表達我們的欣喜，以及感
謝你們為基督的原故而作出的無比貢獻，這份
喜樂是深刻的！

這個聚會尤為特別的是，我們在羅馬、基督在
世代表的座前相聚，我們作為「一個家庭，為
相同的信德、相同的終向、相同的使命、相同
的神恩、相同的本性及相同的精神所連繫」2 。
這實在是一個無可比擬的機會，為能一起見證
我們和教會的完美共融，宣認我們的銘言「與
伯多祿並在伯多祿之下」3 ，並且我們除了為延
續基督神國而效力外，就別無所求。4

你們既選擇了成為內在地更新人性的酵母，就
是天主的回應，永遠靠近他人，靠近我們修會
在世上無數的傳教需要，並且如予不可取代的
支持。

因為我們要把降生聖言帶給所有人，要以基督
的馨香滲透社會的各個價值，以祂可堪崇敬的
臨在去轉化人心，為了祂而承擔起現時代的工
程，使基督的愛在家庭中為王，為降生聖言的
真理在世界各地燃起熾熱的燈火；即使是在最
困難的處境及最大的逆境中。而對於文化福音
化責任和使命，你們正是英勇和密切相連的見
證人，幫助我們把基督帶到最遙遠的地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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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統御一切現實，並在人類生命的最深處把福
音傳播到文化中。

第三會和朋友們，你們每一位在我們傳教工作
上的合作，都代表著非常重要和有效的幫助，
使我們受託於教會的傳教使命得以拓展，並到
達社會中最為隱密的地方和環境 (而這正是專屬
於平信徒的生活)；這是我們以其他方式所難以
達到的。我向你們肯定，你們的幫助是非常重
要的。

毫無疑問，這幾天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個特別
的祝福。我為你們每一位熱切祈禱，好使這次
第一屆國際性聚會中，我們第三會成員和朋友
們之間能增進家庭的精神，並能激發大家，當
回到所屬國家後，能決意投身繼續工作，為「
在世俗事務中，照天主的計劃去安排5」6，深
知你們並非在傳教上孤軍作戰，而是有整個修
會家庭支持你們，並對你們有很高的期望。因
為請你們相信我，「在世上，天主之國的擴展
和我們修會家庭的使命很大程度」7有賴於像你
們那樣投身的平信徒。事實上，只有密切團結
力量，才可以圓滿達到我們修會傳教工作的目
的，並有效地保障其果實。8

正如奧廖內神父向他的會士所說的：「讓我們
攜手邁向天鄉。讓我們彼此建立善表。」9 我由
衷地鼓勵你們，繼續為基督、降生聖言時時處
處作見證。

在結束以前，我不得不向所有組織今次聚會的
人士表達我深切而由衷的謝意：神父們、會士
們、修女們、恩人們；當然再一次地，向我們
親愛的平信徒及朋友們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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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謝你們所有人為能前來所作出的努力。我
請求你們在回家時，能把我的鼓勵和衷心感
激，和你們對我們傳教的支持的最誠摯感謝，
帶給未能前來參加的所有第三會成員。

祈求瑪利亞、宗徒之后和新福傳之星，保護你
們每一位，祝願你們今世平安，以至永世。

在基督、降生聖言內，

 Gustavo Nieto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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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聚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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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失去了精神，即便擴展到許多國家，

或擁有許多成員，為我們也毫無意義…

唯有對教會—即在伯多祿身上，保持忠信，並對一
切關乎修會的祖產...我們的精神才會永垂不朽。

參. 會規, 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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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道生會聚會參加者，歡迎你們！
藉此引言，我們希望為大家解釋這次第一屆

道生會國際聚會的目標，以及我們在這幾天將
要舉辦的活動。

1.- 公開宣認我們忠於我們的耶穌基督

主要目的就是要同聲地宣認我們的堅信和真
誠的渴望，即耶穌基督、人類唯一的救主，能
在現今人類的所有環境中明確地臨在，因為在
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
救的10。早在1925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已注意
到，極大「已入侵世界的凶惡與日俱增，是因
為大部分的人把耶穌基督和祂的神聖律法拒之
於外；從他們的生活和風俗，以及在家庭和國
家政府中亦然。」11 教宗嚴正地宣佈「只要個
人及國家否認及拒絕救主的統治，國家之間就
永不會有真正和平的確切希望。」12 耶穌基督
希望統治，因為祂正是為此而生13。這也是我
們這幾天必須要向祂祈求的：「主，統治每一
個人及所有人類的現實吧！」我們希望以此渴
望，如今就「向祂獻出一己去工作… 獻身服
務」14 好使基督能夠為王15。我們以絕對的信心
及精神這樣作，因為我們深知，是祂召叫每個
人16去「與祂勞苦工作，將來也要同祂一起享受
光榮。」17

作為一個家庭，包括平信徒和奉獻生活者，
我們同聲一致地「竭力使文化福音化，即讓降
生成人延伸『到全人類、整個人和一切人性的
表現上』。」18 這幾天將是一個公開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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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重新肯定耶穌神國在當今世界的迫切須要
性，人才能找到邁向永不幻滅的希望之途19，並
使戲劇性的無神主義而殘留於我們現代人靈中
的空虛和痛苦得到滿全。

在一個對耶穌的聲音充耳不聞的世界中，我
們希望我們的宣認在普世迴響，為此我們必須
要團結，並與基督緊密相連，使我們修會家庭
的奉獻生活者、第三會及平信徒朋友連結連
來。

2.- 更新平信徒使徒工作的熱忱

作為一個修會團體，我們真實地「堅信平信
徒的聖化對教會生命的巨大價值」20。由此可
知，修會應該「對平信徒領袖培育置以優先地
位」21 ，「使他們在世俗事務中，照天主的計
劃去安排」22，因為為了推行文化福音化，就不
能忽略每一地方的特有環境因素。對我們特殊
目標的忠信，正要求我們與我們的第三會成員
通力合作，即廣義地，與那些對文化福音化的
迫切性有同感的朋友們合作。對我們而言，這
個共同之處並非可選擇的，而是「修會的基要
和構成部分…[它]不能被豁免，因為它正是修會
行動在平信徒特有生活環境中的延伸。」23

平信徒本身亦不可忘記他們被召叫從事使徒
工作。《教會》教義憲章以明確的堅定言辭對
此予以肯定：「反之：教友的本有使命，是要
在世俗事務中，照天主的計劃去安排，而企求
天主之國。他們生活在世俗中，就是說他們從
事世界上的各式各樣的職業與工作，他們的生
命和一般的家庭社會環境，交織在一起。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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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們召喚到這種地位上，要他們以福音精神
執行自己的職務(…)從內部聖化世界，以生活
的實證，反映出信望愛三德，將基督昭示給
他人。所以，為使一切世俗事務得按基督的意
志而進行，並為造物主救世主的光榮而發展存
在，就要靠與這些事務密切相連的教友們，去
發揚領導。」24

奧廖內神父說：「今天，若非耶穌基督及教
會的宗徒，就是叛教者。」25 因此我們希望這
幾天將是深度祈禱及反思平信友的使徒責任的
時刻，並猶勝以往「教友應當把重整現世秩序
作為自己的責任，在福音的光照及教會的思想
領導下，為基督的愛所推動，直接而且果決地
去從事。」26

我們的反思和檢視，不應只是在於使徒工作
的責任本身，而也是「我們使徒工作的特殊風
格」27方面。我們必須反躬自問，基督和祂的教
會所寄望於我們的到底是什麼，好能忠信於作
為這個修會家庭成員的召叫。若真如此，那麼
肯定地「在我們的使徒工作中，嚴格來說沒有
什麼是新的」28，而是「向我們再次提出已向其
他修會提出過的工作，就如神操、慶禮院、培
靈會等等」29。我們總不應忘記 [我們的]「特殊
之處是在於以降生成人奧蹟作為焦點」30。我們
希望在那些全體講座中深化這一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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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程
活動的詳情



道生會 家庭
羅馬 2019



30日

7月

15:00 抵達&登記
在 Fraterna Domus的入口處，會士將協助

確認你的登記。請於辦妥登記後前往接待
處，聖言之聲(Vocis Verbi)的青年將會帶領
你到你的房間，並會把房間鑰匙、大會資
料及背包交給你。

請在此進行登
記確認。

接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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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 玫瑰經
（自由 參加)

18:30 開幕禮

我們誠邀各位在開幕禮前，抽空參觀修會
展覽，享用咖啡，或在Fraterna Domus自由
參觀。

各位也可以到教堂唸玫瑰經。

地點：方濟各演講廳 (Sala Don Francesco) 
道生會聚會的開幕禮，首先Totus Tuus歌詠

團會詠唱一曲，呼求聖神。然後我們會播放
道生會修會家庭的隱修團體向大家致候的短
片。

接著是大會致候禮，同時各地區代表將持
國旗進場，為更突顯出今次聚會參與者的國
際性特色（來自58個國家）！

接下來歌詠團會獻唱大會主題曲 Omnia in 
Christo Instauranda (一切總歸於基督)；然後
一些代表團會有不同的文化表演。之後我們
會播放一段短片，簡介今次道生會聚會的目
的。

開幕禮結束，我們將以不同語言獻歌給 
聖母。

i

Sala Don Francesco



143 程式

19:30 彌撒

i 我們將會在教堂前面
外分發不同語言的彌撒
手冊。.

主禮神父：Fr. Diego Pombo, IVE
語言: 意大利語

每天舉行的彌撒聖祭，構成我們聚會的高
峰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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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晚餐

i 如何連接 Fraterna Domus 的無
線網絡?

• 在登記處向Fraterna 
Domus的職員查詢, 購買網絡卡 (每
張網絡卡只能連續使用24 小時, 售價為一
歐元一張)

• 連接 “Fraterna Domus” 網絡
• 以瀏覽器登入網站: www.libero.it
• 輸入使用者名稱和網絡卡上的密碼

為有特殊飲食需求的人士 (例：麩質、奶品
過敏等) ，將設有專用食物檯，提供適合他
們需要的食物。各位可自由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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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表演- Fogon  
我們盼望今次的聚會是在歡慶的極大喜

樂中進行，這份喜樂是「基督徒的巨大秘
密，它是屬神而超性的，源自對降生聖言
奧蹟的默想。」31

因此，我們會舉行我們傳統的“fogon”
，表演流行歌曲外，還有「聖斐理內利」
(Saint Philip Neri) 惹笑的經典表演。一切都
旨在增強我們不能或缺的家庭精神，因為
「手足生活顯出我們在基督內合而為一，
如同獨特的修會家庭。」32 



31日

7月

08:00 朝拜聖體  
（自由 參加)

在主教堂 (Main Church) 亦將每天進行24小
時恆久朝拜聖體，因為聖體「應是我們的
最愛之一」33。我們希望每一位參與者在每
一刻都有機會去去朝拜耶穌，正如聖伯鐸
儒廉艾模所言，朝拜至聖聖體是「朝拜聖
體是最崇高的行為，亦即分享瑪利亞現世
的生命——在童貞母胎裏、在馬槽中，在
十字架上，或在聖體聖事內朝拜他.

恆久朝拜 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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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神聖的行為，藉此能夠完美修練所有德
行是：信德——因為在至聖聖體內欽崇隱
藏的、遮蓋的、有如空虛的耶穌，信德得
以成全；望德——因為耶穌基督創造了聖
體這一美麗的天堂，為使我們耐心期待榮
福的天鄉，並領我們到那裏去；愛德——
因為全意、全心、全靈、全力，在至聖聖
體內欽崇吾主上主，法律得以滿全；藉此
也能夠修得愛近人的完備愛德，即為他祈
禱並轉求救主的恩惠及憐憫；是最正義的
行為：因為我們為那些不欽崇他，拋棄
他，忘卻他，輕視他，侮辱他的人，欽崇
耶穌基督。」

08:40 聖體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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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早餐
地點: 飯廳

我們盼望今次聚會的所有參與者都能善
領修和聖事，並因著出席的神父眾多，而
能把握機會，尋求靈修生活的個別指導。
我們的會規說，為把人的所有事宜提升到
福音的領域，「司鐸有如靈修導師，要照
亮塵世、培育平信徒，使他們『在世俗事
務中，照天主的計劃去安排』」34。個人方
面，若沒有與耶穌基督親密的交流對話，
這是不可能的；而從司鐸而來的指導在這
方面總是大有裨益的。

修和聖事及神父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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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在道生會聚會中，一些會士將按照慶禮院
的精神，專責為兒童組織培育、娛樂及祈
禱活動，為了滿全吾主的命令：「你們讓
小孩子來罷！不要阻止他們到我跟前來，
因為天國正是屬於這樣的人。」35 

我們一支寵大的會士團隊正密鑼緊鼓，務
求為他們營造一個真正喜樂、祈禱和學習
教理的環境！

兒童活動

Play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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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全體會議 

降生成人的奧蹟，以及天主
計劃中基督的核心角色

Fr. Miguel A. Fuentes神神神神神神, I V E
雖然在古時，對否定降生成人的

意圖是真實的，但只是個別的36；而
聖若望保祿二世認為，我們現時代卻正是
被這份否定所標記著。37 在耶穌基督的唯一
位格中所成就的、人性和天主性的最密切
結合，現時被不斷攻擊，為把天主從人類
的實況中分離，如同它們是一種對立。這
樣，人類現實絕對地依賴的超性世界就「
淪為久遠的過去或是遙遠的天堂」38，即使
某些近代人士對耶穌較為敬仰，也只認為
「祂是遙不可及的」39。事實上，誠如這位
偉大的教宗所想的那樣，耶穌基督不被認
識，也不被愛或服從。

拒絕天主藉降生成人而實現的結合，帶來
了「困擾的後遺」。我們見證著無人關注
的死亡文化，卻斯特頓先知性的話早已肯
定了：「除去超自然的，剩下來的就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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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西班牙語
所有全體講座都會在兩個主要的演講廳

進行，即主禮堂 (Auditorium) 和方濟各演講
廳(Sala Don Francesco)。為今次講座揭開序
幕的，是Cristiano Paolini 的結他獨奏。

i

非自然的。」40家庭和性關係的瓦解、墮
胎、安樂死都是這種否定的結果。尤更甚
者，「當基督被排除或否認時，我們的眼
光對人的目的就被慢慢縮減；而當我們減
低期望或抱負時，絕望就會取代希望，憂
鬱取代喜樂。」41拒絕降生成人的另一個
困擾性後遺，就是「每個人與主的個別關
係，被視為是單純個人的和私人的事，因
而天主被排拒於監管社會、政治及經濟的
活動之外」。42

我們必定不能集慣死亡文化、對家庭的破
壞，以及與福音相異的政治體系。我們必
須向這些情況宣戰，而為此我們必須要高
舉降生聖言的旗幟。因為只有基督能提升
人和一切的人性現實，俾能擺脫因否定祂
的奧蹟、以及祂作為真人真天主的事實而
帶來的悲慘後果。

ii 各位可沿此樓
梯，從主禮堂到
樓下的方濟各演

講廳。

各位可沿此樓
梯，從主禮堂到
樓下的方濟各演

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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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休息-咖啡時間

修會展覽

全體講座的中場休息時間，大家可自由參
觀修會展覽（EXPO-CONGRE），地點為
方濟室前面的正門入口處。修會展覽將會
全天開放！

修會展覽的目的，是為介紹道生會修會
家庭的神恩，旨在展示不可妥協的元素，
不同的傳教工作，以及世界各地的傳教活
動。

現場亦特設有攤位，各位可聆聽
及購買道生會修會家庭製作，修

會成員錄製的歌曲CD光碟。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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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全體會議

道生會的神恩

Fr. Gonzalo Ruiz神神, I V E

語言：意大利語
為 今 次 講 座 揭 開 序

幕 的 ， 是 初 學 生 J a n 
S e d l i c k y 的 小 提 琴 獨
奏。

i

天主興起我們的小小修會家庭，
就是為了廣揚聖言降生的奧蹟。聖

神賜下神恩(charism)，即是一份由會祖所
領受的特恩，為了建樹整個教會，俾能使
領受者以生活去見證基督降生成人時的特
殊美德：活出自我空虛、超越性的美德，
尤其是如同基督降世時一樣全然屬於瑪利
亞。這樣，作為「充滿基督的聖爵，好讓
祂豐盈的聖寵，向他人流溢」43，我們就能
使他人及整個人性領域與祂相通。這份恩
寵首先是由個人開始，再通傳予他人；它
是所有會士的召叫，同時亦以特殊的方式
及按其個別情況，召叫著我們的第三會平
信徒，即是分擔迫切的文化福音化工作的
所有人士。

「修會將藉著個別地聖化人來達到文化福
音化；尤其是按聖依納爵的方法和精神來
宣講神操而實現。」44



154程式

13:30 午餐

15:30 小組討論

自由時間

作為個人聖化的工具，神操在教會歷史
中已有悠久的傳統，足以證明它的卓越
效力，並在其他的途徑之中有其優先地
位。教宗們就曾表明散播神操的重要性：
「如果在各地，所有級別的基督徒社團都
奉行這些神操，那麼肯定能夠帶來靈性的
復甦；激發虔敬，加強宗教力量，宗徒事
業滿結佳果，最終個人及社會都會得到和
平。」45

奉行神操的重要性和富饒，「應引領我們
對神操的認識予以深化，準備自己熱心推
廣，使人靈靠近這個湧流天主恩寵的特殊
泉源，即是神操。」46

有不少的平信徒，投身於傳揚神操，他們
安排組織實務，邀請參加者，尋找、甚至
興建地方為舉行神操。

聖依納爵神操的重要性和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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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 阿爾巴尼亞 - 
 Fr. Marcelo Lattanzio, IVE
2. 西班牙, 阿根廷, 秘魯, 厄瓜多爾- 
 Fr. Emilio Rossi, IVE
3. 美國, 巴布亞新畿內亞- 
 Fr. Mariano Vicchi, IVE
4. 菲律賓- Fr. Bernardo Ibarra, IVE
5. 巴西- Fr. Reinaldo Satiro, IVE
6. 烏克蘭- Fr. Teodoro Matspaula, IVE
7. 俄羅斯, 塔吉克斯坦, 哈薩克斯坦- 
 Fr. Ariel Alvarez, IVE
8. 香港- Fr. Carlos Almonte, IVE
9. 中國 - Fr. Matias Fang, IVE
10. 台灣- Fr. Michael Zhang, IVE
11. 德國- Fr. Tobias Eibl, , IVE
12. 盧森堡, 法國, 突尼西亞- 
 Fr. Silvio Moreno, IVE
13. 中東, 埃及, 約旦, 坦桑尼亞- 
 Fr. Gabriel Romanelli, IVE

i The workshops o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will be given in 
different lenguages by the following pri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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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 小組討論

語言：西班牙語
地點：主禮堂

主席：Fr.  Ernesto Caparros, IVE

i

道生會 特有傳教工作概況
1. 成人

我們將會展示出修會平信徒在不同地方的
具體使徒工作，為看到平信徒在其特有範
圍，如何協助文化福音化工作的實際例
子。專題小組成員包括：

- 平 信 徒 對 神 父 及 修 道 聖 召 的 使 徒 工 作
（Sonia Ibarra女士）.

- 與青年在使徒工作中的合作(慶禮院, 婚前
準備, 大學生培育課程) (Tomás Borrell 先生).

- 與平信徒在慈善事業上的合作 (Myroslav 
Voznak先生).

- 與平信徒在媒體的傳教上的合作 (Agustin 
Ambrosini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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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和 文化福音化. 

我們的第三會平信徒指引書尤其強調青年
培育的投身，為使神恩的活力得以保存：
「如果沒有人懂得如何塑造擁有胸懷的青
年，把聖神的神恩傳遞給我們修會家庭的
新一代，那麼這本書的文字將是死的。」47

因此有必要檢視我們修會家庭現有的青年
使徒工作，例如聖言之聲 (Vocis Verbi)、 
CIDEPROF、Cruzados、慶禮院 (Oratories) 
等等，俾能看清如何「按照青年的條件，
以及搖撼青年世界的文化轉變，協調工作
和活動」48，使我們的使徒工作，在「個別
地認識青年，珍視他們的美善，培育並教
育他們的良心，好能正確地使用他們的自
由，鼓勵他們胸懷理想。並向他們獻上十
字架，使他們能夠擁抱十字架，從而活出
宗教的真正意義」49 的方面更有效益。

具體而言，我們會反思平信徒青年如何藉
著承擔修會特有的神恩，在他們自己身上
結出降生成人美德的佳果，以及如何在文
化福音化的宗徒事業上傳遞開去。

語言：意大利語
地點：方濟各演講廳

主持：Fr. Andres Bonello, IVE
  和 聖言之聲青年

i

2. 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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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彌撒

20:30 晚餐

「我們必須成為瑪利亞的宗徒，把自我奉
獻作她母愛內的奴隸，並『藉著瑪利亞，
偕同瑪利亞，在瑪利亞內，並為了瑪利
亞』做一切的事。」50 我們的會規[89號]
說：「在瑪利亞內，所有耶穌的忠僕，都
要呼求她，奉迎她，念及她，談及她，敬
禮她，光榮她，將自己托付於她，與她同
甘共苦，與她工作、祈禱及歇息。總之，
要渴望常因著耶穌與瑪利亞，偕同耶穌與
瑪利亞，在耶穌與瑪利亞內，為耶穌與瑪
利亞而生活。」因此除了更新我們對她的
奉獻、每天的玫瑰經以外，我們也會每天
舉行聖母遊行。

21:30 玫瑰經–出遊 (燭光)

主禮神父：Fr.  Emilio Rossi, IVE
語言：葡萄牙語



自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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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表演 



1日

7月

08:00 朝拜聖體 
(自由 參加)

09:00 早餐

i 整天設有恆久朝拜聖體。

08:40 聖體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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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0:30 全體會議

為基督的國在社會中之平信徒
領袖的培育

Fr. Daniel Cima I V E神神
我們的神恩直接地指向平信徒領

袖的需要，為使基督的社會性神國
臨現在他們的暫世事務上。人的天性就是
尋求生活於社會中51。正因如此，「人的合
群天性，要求人藉外在形式表達內在的信
仰行為，在宗教信仰上與他人相通，並以
團體方式宣示自己的宗教。」52宗教不能純
屬私人行為，而對社會毫無影響53；耶穌基
督不只是個人事務的君王而已，而是一切
受造物的君王。

因此必須要有真正的天主教平信徒，把基
督福音明確地滲透社會層面。真實的領袖
在面對敵對日增的世界時，須要滿懷理想
去實踐使命；而對那些意識到箇中困難的
人，若望保祿二世作為教宗的第一次講話
正為他們適用：「你們不要害怕！你們要
向基督打開，甚至敞開大門！給祂救援的
能力打開你們的國界、經濟制度、政治體
制、文化、文明與發展的廣大領域。你們
不要害怕！」因為最終就如教宗良十三世
所提出的，社會問題「如果沒有宗教與教
會的幫助，就永遠也不會找到可實行的解
決法。」54

語言：意大利語
為今次講座揭開序幕的，是Totus tuus歌詠

團的演唱。



第三會的使命

Sr.
Mary Mother of Faith,SS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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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休息-咖啡時間

12:15 全體會議

對暫世事宜推行有效的文化福音
化的決心，其所帶來的挑戰，直接

而明確地要求我們與第三會的平信徒
團隊合作。他們的平信徒身份，使他們處
身於修道者有時候無法接觸的現世領域：
他們需要去「神父和會士無法前往或進入
的地方，無論是因為他們有大量工作而沒
有辦法完成，或是因為那地方不適合修道
者前往，從而尋求將救贖帶到最卑微或隱
藏的現實領域。」55由此，我們意識到平信
徒在達到文化福音化上的絕對必要性：「
它是道生會家庭的本質性和構成部分，沒
有它的話，道生會修會家庭就無法在平信
徒生活的特有環境中，延續修會的行動。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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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英語
為 今 次 講 座

揭 開 序 幕 的 ， 是
烏 克 蘭 Y o s a f a t y 
Hordashevskoy i初
學院的修女們的演
奏，名為Hutsu lka 
Ksenia。

i

他們在靈性上必須被降生成人奧蹟的真光
所滋潤，為能以他們的生活和具體的宗徒
事業，透達各現實領域而使之符合於福音
精神，例如家庭、政治、公共教育、工作
等等。這並非要求純粹外在地認同會士的
使命，而是道生會的第三會因著所結合的
神恩而得到恩寵的共融，從而也分享著道
生會所有成員間的共同精神性美善。

雖然並非所有參與今次聚會的人都是我們
的第三會成員，但這個講座作對他們有所
裨益，使他們更明白他們基督徒平信徒的
本質，從而指導他們如何生活平信徒的召
叫，並在世上為基督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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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午餐 

15:30 小組討論

自由時間

為能貫徹地生活出信德，捍衛信仰，使福
音滲透知識領域並轉化「思想的標準，判
斷的準則和行為的規則」57，進行知識性使
徒工作是必要的。為此必須強化教會及平
信徒臨在「於文化的特殊場合，[…]即在教
育界─中小學和大學─科技研究中心，藝
術創作領域人文的工作方面。」58

文化福音化，即我們修會家庭的特殊目
標，要求人有分辨能力，去辨別出真實地
屬於人性的事宜—它們是可以被救贖的；
為此「信德必須藉不斷反思，正視教會訊
息的源泉，以及由祈禱而來的持續辨別」59

是必須的。

1. 知識性及文化性的使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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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將會有一些不同範疇的培育工
作坊 (例如：哲學、神學、社會訓導、藝
術、聖樂…)。除了培育的主要目標以外，
我們也希望平信徒領略它們的重要性以
後，能致力發起天主教文化課程、出版或
參與培育式刊物等活動。

我們被召去福音化的「文化」，既包含「
藝術性工程，即人以技術去改變物質事
物，為化之為美麗的事物」60，因此我們會
以不同的展覽，去呈現被福音滲透的真實
人性活動。 

我們的目的既在於把人性的現實作文化福
音化，那麼肯定不能缺少人性的最高表
達、即藝術。在道生會聚會的不同活動
中，我們將會有音樂作品的解說和分析
(melodium)，修會家庭合唱團的不同的表
演，促進文化成長的培育式講座，以及在
不同地方展覽藝術畫作。

2.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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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護生命及家庭的使徒工作

藉著天主聖言與人性在位格上的結合，「
天主使自己成為真實的人，向我們顯示了
人性在一切受造物中的卓然地位」 75，因為
聖言是「按天主性而與聖父同性同體，而
按人性與我們同性同體。

為此，第三會以及我們的平信徒朋友，必
須投身於公開推動及捍衛位格尊嚴和整個
人類生命的尊嚴，即「從授孕到自然死亡
的時刻」76。我們渴望「在第三會平信徒
及平信徒運動的懷中，能萌生捍衛人類、
關注其需要及推廣其價值的事宜。例如：
協助關顧無助、殘障、或有其他需要的兒
童。」77為此我們需要作出承諾，保衛家庭
和聖事性婚姻的原初計劃，並讓天主的愛
和基督徒價值在它們中為王，使能「促進
陶成堅定、有責任感的人，有能力作出自
由而合理的抉擇，並能準備他們的兒女面
對現實；以此去塑造一套生命的概念，即
是基督徒和天主教的概念。」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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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地點，將與早前相同.i

文化培育
1. 聖樂 (Fr. Damiano Grecu, IVE)

2. 藝術(Fr. Rodrigo Miranda, IVE 
 個人畫作展示及親自講解)

3. 藝術(瑪達拉修女會 
 Maria de Jesus Sacramentado 修女繪製，
 盧漢聖母完整歷史的畫作
 展示及親自講解)
4. 「苦難博物館」(聖若望廿三世小修院
 Fr. Gabriel Prado, IVE)
5. 「人與文化」講座 (Diego Ibarra) 

知識培育
1. 天主教徒及聖經 
 (Fr. Martín Villagran, IVE)
2. 神學 (Fr. Arturo Ruiz, IVE)
3. 社會訓導(Fr. Raul Harriague, IVE)
4. 生物倫理及家庭 (意大利-聖言之聲)
5. 教會歷史 (Fr. Ricardo Clarey, IVE)
6. 向伊斯蘭教人士傳教 
 (Fr. Carlos Pereira, IVE)

i 個別小組講座題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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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彌撒
透過以拜占庭禮慶祝神聖禮典，我們希望
表明，作為修會，「我們是同一傳教修會
家庭的成員，尤為重要的，是作為至一、
至聖、至公、宗徒傳下的教會的子女，以
兩個肺去『呼吸』：即東方禮和西方禮。
」62

鑑於參與這禮儀的人士當中，大部分都是
來自烏克蘭，我們亦希望藉拜占庭禮彌撒
表達我們的特殊目標，因為「把降生成人
延伸至『所有人』，不只是對男人及女
人，在小孩、青年及老年人，而亦是在東
方及西方的人士當中，無論他們是以哪種
禮儀，以及藉怎樣的個別教會而與唯一的
大公教會相連。」63



169 程式

20:30 晚餐

21:30 玫瑰經 
出遊 (燭光)

22:00 表演 

i 第二天將前往
梵蒂岡的聖伯多

祿大殿。



2日

7月

07:00 早餐

07:30 出發去聖伯多祿大殿
雖然要動員所有道生會聚會的參與者有一
定困難，但我們不能不到宗徒伯多祿之墓
朝聖，為表明我們與他及教會的完全共
融，因為「教宗永遠是我們所愛的第三件
『白色瑰寶』。」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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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可使用為道生會聚會參與者而設的
特別通道「銅門」進入大殿。

10:00 彌撒

i

主禮神父：Fr. Gustavo Nieto, IVE
語言：意大利語

教宗為我們應是「基督真理、旨意和聖德
的化身」65。在彌撒聖祭中，歌詠團會獻唱
一首由我們會士編寫成的歌曲 Roma Eterna 
(永恆的羅馬)，為了在宗徒之長及其繼承
人身上，向羅馬教會表達我們的忠誠和愛
慕。

08:30 進入聖伯多祿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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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聖伯多祿大殿導賞
(自由 參加)

全大赦

特別提醒，前往宗座大殿（Basilica）的朝聖
者，若滿全教會規定的要求，可得全大赦  
(按：前後八天內善領修和聖事，並為教宗
的意向祈禱)

i

i 聖伯多祿大殿導覽將因應要求，以不同
語言進行。(25-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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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地點：廣場中央
的方尖碑附近（我們將
會拍攝大合照）
起程回去Fraterna 

Domus

i

12:00 回城

13:45 午餐

整天設有恆久朝拜聖體。i

自由時間



自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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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全體會議

家庭生活:文化福音化的具體
和急切性

Dr. Eduardo 神神神和Clara Maggiora,  
第三會成員

 面對死亡文化，宣講聖言降生即是
以生命文化與之抗衡。道生會第三會當前
的主要責任之一，就是藉他們的生活和工
作去宣揚、並捍衛家庭其無法估計的價
值，以及所有人類生命從授孕到自然死亡
的價值。我們得承認，當我們看到他人實
踐這些真理時，真理本身會更有說服力。
「這種真理因為與生命有關，是本質性
的，不能單憑理智獲得，更應憑藉對他人
的信靠，即那些能保證真理之確實性與可
靠性的人。」66 為此，藉著Maggiora夫婦和
他們的兒子Javier的具體生活見證，能幫助
我們認識到家庭和生命的價值。

語言：西班牙語
為今次講座揭開序幕的，是瑪達拉修女會

Maria Lubovi修女的小提琴獨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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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 全體會議

介紹道生會大家庭所傳教的地方

F神r. Jesús Segura, I V E
神和Sr 神Maria

Stella del Mare, SSVM
「授自會祖並由教會核准的

使命，在於把道成肉身――一
切美善的根源與根基67 ――的

效果達致圓滿，尤其在遼闊的文
化界上，即在「個人、團體、人

民、國家等人性的彰顯」68上。69 

文化福音化要求受召者「無懼傳教工作的
考驗」，「往普天下去」70向萬民宣講福
音。 

為此，我們會以修會家庭在五大洲的傳教
工作簡介作為總結。它的目的一方面是資
訊式的，同時亦是為了與修會家庭的成員
一起分享，天主藉著傳教士而賞賜的一切
美善。當中，我們會對那些地點遙遠、或
環境困難的地區的福傳工作尤為致意。

語言：意大利語
為今次講座揭開序幕的，是Fr. Damiano 

Grecu, IVE的三角鋼琴獨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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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晚餐

20:30 兒童對聖體的敬禮

小朋友將在樂團伴奏下獻唱「皇皇聖體」
(Tantum Ergo)

21:30 受迫害基督徒的見證

我們修會家庭的一些成員，會親身見證基
督徒在中東國家所受到的迫害；他們「在
寂靜中交付生命，他們的殉道已不再有報
導的價值：現今的基督徒殉道者比初世紀
更多。」71 他們為我們樹立芳表，表明何謂
「不怕相反世界的原則、譏笑和迫害，唯

20:45 玫瑰經
出遊 (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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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表演 

獨依靠我們受信德光照的正直良心；準備
好為忠於天主而殉道，即完全和徹底地堅
拒邪惡的世界」72。

致敬儀式將以天主教的科普替禮 (Cop-
tic-catholic rite)進行，因為目前受到殘酷迫
害的信友，主要是屬於這個禮儀。 

i 主禮: Fr. Filopatir, IVE
地點：方濟各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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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03:30

徹夜朝拜聖體

在徹夜朝拜中，朝拜者的心神注目於光榮
的主，祂過去曾來，現在要來，將來也要
再來。「主人來到時，遇見醒寤著的那些
僕人，是有福的。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
要束上腰，請他們坐席，自己前來伺候他
們。他二更來也罷，三更來也罷，若遇見
這樣，那些人才是有福的。」 (路12: 37-38)

（自由 參加)

朝拜聖體將會以輪流方式，在靜默中進
利(可自由選擇)

i



3日

7月

08:45 聖體降福

09:00 早餐

09:45 不同小組的個別會議
多位負責人將帶領不同個別小組，計劃聚

會後的具體傳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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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與者藉聖母無玷聖心奉獻予耶穌
聖心

整個道生會修會家庭已於2016年奉獻予耶穌
聖心。

對耶穌聖心的敬禮，「是最高貴的宗教行
為，要求我們決意把自己完整而毫不保留
地奉獻給救主的愛；而被刺開的聖心正是
其活證和標記。」73這一特殊形式的敬禮，

1. 意大利, 阿爾巴尼亞 - 
 Fr. Andrés Bonello, IVE
2. 西班牙- Fr. José Vicchi, IVE
3. 阿根廷- Fr. Emilio Rossi, IVE
4. 厄瓜多爾, 秘魯 - Fr. Jorge Montagna, IVE
5. 美國- Fr. Mariano Vicchi, IVE
6. 菲律賓- Fr. Bernardo Ibarra, IVE
7. 巴西- Fr. Emanuel Martelli, IVE
8. 烏克蘭- Fr. Antonio Vatseba, IVE
9. 俄羅斯- Fr. Ezequiel Ayala, IVE
10. 塔吉克斯坦, 哈薩克斯坦- 
 Fr. Pedro Lopez, IVE
11. 香港- Fr. Carlos Almonte, IVE
12. 中國 - Fr. Matias Fang, IVE
13. 台灣- Fr. Michael Zhang, IVE
14. 德國- Fr. Martín Villagrán, IVE
15. 盧森堡 - Fr. Jorge Alvarez, IVE
16. 法國 - Fr. Alfredo Alos, IVE
17. 突尼西亞- Fr. Silvio Moreno, IVE
18. 巴布亞新畿內亞 -Fr. Martín Prado, IVE
19. 中東, 埃及, 約旦, 伊拉克, 坦桑尼亞- 
 Fr. Gabriel Romanelli, IVE

i

11:15 閉幕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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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符合我們的靈修精神，又根源於聖言
降生的奧蹟，因為「我們知道耶穌聖心，
乃人性最高貴的部份，和天主第二位『聖
言』，合成一位[…]所以聖教會，理當用尊
敬天主子降生為人的敬禮敬之。」74

為此，在道生會聚會的最後一天，所有參
與者將會奉獻給耶穌聖心，藉著瑪利亞無
玷之心和他們的禱聲，祈求兩顆聖心惠然
悅納、祝福及保護我們這個小小的修會家
庭、我們的團體、個人、工作及宗徒事
業，願我們之一切所是和所作，能為他們
所受到的冒犯帶來賠補和安慰。

在奉獻予耶穌聖心後，我們將會向所有
參與者贈送聖牌作紀念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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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及頒獎

13:30 閉幕午餐 

午餐後將在Fraterna Domus拍攝大合照

14:30 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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