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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親愛的聖雲先會世界各地夥伴成員通函

雲先同人面對時代挑戰一些教育與社會層面必要的反思及行動

2022－伯多祿－奧斯定．泰藍迪（Pierre-Auguste Le
Taillandier）國際年

2022 年 1 月 31日，於巴黎

1.導言

一切讚美歸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親愛的世界各地聖雲先會的成員們，首先

希望我們的主耶穌賜予你們豐富的祝福，並祈求我們的聖母媽媽與我們在一起，特

別是那些無論是在特殊工作或是協會行動中需要我們善會幫助的人。

我很高興再次寫信給全世界聖雲先會以及許多雲先大家庭分支的成員們，這是

我當選聖雲先會第 16 屆總會長以來的第七通函，2022 年這一年的善會國際年將獻給

共同創辦人伯多祿－奧斯定．泰藍迪。

自 1841 年以來，聖雲先會總會長慣例每年直接致函會員，內容涵蓋雲先同人議

程上的重要事項，或支持改善協會、特殊工作以及分會的工作。對所有會員來說，

總會長的信函似乎是非常寶貴的培訓材料。

對我來說，寫通函是段非常特別、獨特和神奇的時刻。它包含了數天的靈感、

商議、祈禱與起草文字，這些都與聖雲先會對世界的願望、渴望和要求密切相關。

一些內容來自我在國際旅行中所建立的聯繫，但最重要的是，它來自我與會員間自

由、友愛和民主的對話。

寫通函是天主在我生命中賜予我的禮物，知道這篇文章將在多年後被人們記

住，儘管它只是當今的一個快照，並且它將被許多人用於研究，這是莫大的榮譽和

榮幸。我斟酌權衡用語，一遍又一遍地改寫句子，毫不保留地挑剔修正文字，企圖

呈現一篇堅實但又輕鬆的文章，然而想達到這樣的兼顧往往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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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大家能夠對此通函的章節進行反思，並透過電子郵件提出意見、指教和建

議：

cgi.circularletter@gmail.com。請享受閱讀吧！

2.總會持續成長

2.1.儘管疫情

我們都知道，由於國際健康危機的可怕影響，人類經歷了艱難的時期，數百萬

人喪生。疫情不僅是一個健康問題，而且還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影響（商品和能

源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許多人失去工作和希望。我們都或多或少地受苦，

特別是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這包括我們自己—聖雲先會的會員。我們絕不能忘記，

在我們善會成立之初，親愛的創辦人們也面臨著類似的流行病，但卻能夠在逆境中

保持慈善的火焰。1須謹記在歐洲霍亂疫情（1827－1835）以及西班牙流感（1918－

1920）流行的時候，聖雲先會積極幫助病人，特別是最貧困的人。

很明顯，現時的限制已經導致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們都必須重新學習如何

生活、共同生活和生存。民間社會已經接受遠距工作和教育。人際關係受到影響，

心理健康問題成倍數增加。人們正在學習使用新的技術來保持連聯絡和聯繫。另一

方面，無法使用電腦、手機和網路的最貧困者被排除在這一進程外。在接下來的幾

個月裡，預計將重現通貨膨脹、食物長期短缺、經濟指標下降以及像我們這樣組織

的捐款減少。

國與國之間和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及剝奪將增加劇。圍繞疫苗的經濟戰已經清楚顯

示，雖然有些國家可以慶幸不必戴口罩慶祝，但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仍在等待第一劑疫

苗。2飢餓、脆弱和不確定性增加，儘管如此，雲先同人一直非常積極和富有創造力，尋

求幫助那些在這黑暗時期受苦的人。在所有大陸、社會計畫和地方活動中都有許多由聖

[1]十九世紀歐洲發生了幾次流行病，主要是霍亂和傷寒。法國受到第二次霍亂大流行（1827年至 1835年）的嚴重打擊。

正如我們所知，這與首屆慈善協會成立的日期（1833年）相吻合，該協會不久後被稱為聖雲先會（SSVP）。聖雲先會的

成立並非不可能是受到這次突發健康事件的影響，在霍亂流行期間，這可能是決定為那些在巴黎過著艱難的生活最需要幫

助的人，做點什麼努力的其中一個原因。請參閱西班牙會員哈維爾．陳托（Javier Chento）撰寫的文章 https://famvin.org/e
n/2020/08/31/the-first-members-of-the-society-of-saint-vincent-de-paul-and-the-pandemics/?noredirect=en-US.

[2]疫苗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況，反映了我們全球所經歷的嚴重不平等。雖然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的疫苗覆蓋率超過人口的

50%，但在非洲國家，疫苗覆蓋率幾乎達不到 10%（2021年 12月）。更過訊息請參閱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12/
1108622

mailto:cgi.circularletter@gmail.com
https://famvin.org/en/2020/08/31/the-first-members-of-the-society-of-saint-vincent-de-paul-and-the-pandemics/?noredirect=en-US
https://famvin.org/en/2020/08/31/the-first-members-of-the-society-of-saint-vincent-de-paul-and-the-pandemics/?noredirect=en-US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12/1108622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12/110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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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先會領導的倡議。總會本身也已向大約 70 個國家發送超過 300,000 歐元，以幫助對抗

疫情。還有虔敬、祈禱和奉獻的行為，這也是我們善會的身分標記。

2.2.充滿挑戰和機會的一年

儘管發生了國際健康危機，但我們獻給共同創辦人儒略．德沃（Jules Devaux）

國際年的過去一年，無論是面對面或是線上活動都獲得了豐碩的成果。隨著這一年

的結束，我們正準備一份報告，這一份報告將針對總會在此期間的活動提供非常生

動的概述。在上級理事會寶貴的支持下，國際理事會和國際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已經

完成了一些主要的進展，我將在這一章裡作簡要的敘述。

在培訓方面，我們有幾個傑出的項目，像是 2021 年所出版的通函、雲先同人編

年史第五卷（Vincentian Chronicles volume 5）一書的推出、兩場有關疫情、貧窮以及

未來的線上研討會、發現一本由我們共同創辦人斐理斯．克拉維（Félix Clavé）所寫

的詩集、推廣許多為在國際組織架構中的成員以及所有會員的培訓課程、組織國際

文學比賽，與儒略．德沃有關的「首屆協會」；以及參觀與共同創辦人斐理斯．克

拉維有聯結的地方。

關於靈修成長，總會將每個月的 23 日訂為禁食日，作為菲德列．奧撒南宣聖運

動的一部分。「奧撒南九日敬禮」也於每年 9 月 1 日至 9 日舉行，由法國成員斐理

伯．梅內特（Philippe Menet）準備，我們很感謝他的這一項舉措。宣聖進程是充滿

不確定性的，對聖蹟的醫療調查此刻正進行審查中，若瑟．格拉神父（Fr. Giuseppe

Guerra）將持續密切關注此事。「聖誕通告」影片在去年底錄製完成，對象是給全世

界的雲先同人。

在行政和管理方面，總會設立了新的「治理部（Governance Department）」，

並正著手研究採用風險管理的最佳作法。這一年還完成了另外兩份更為精進的文

件，這兩份文件對於開展國際活動非常有用：新版「專門用語」（適用於所有國際

部門和郵件），以及策略計畫的審查（適用於這一任期結束 2023年 9 月前的剩餘時

間）。總會辦公室雇用兩名新員工以加強業務工作。會員委員們非常努力工作，大

約有 20 起需要處理的國家層級案件還沒有解決。而在 4 月，天主保佑，我們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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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開設新的總會辦公室，舉行一場優雅的宗教儀式，並啟用「奧撒南歷史空

間」。

我們在傳播領域看到許多的進展，除了總會網站（www.ssvpglobal.org）上的每

週新聞更新外，並且出版了三期數位雜誌「奧撒南網絡」，兩場與總會長的脫口秀

廣播節目，以及完成了國際標誌委員會的研究與分析，所提出的建議將在 2022 年與

2023 年進行討論。這一年中，我們接受了數十次媒體訪問，也參加廣播、電視和社

群網路節目。另一個傑出的項目是理事會發表了兩份官方公報，一份是反對安樂

死，另一份是關於結束核能戰爭。

九月，在馬德里（西班牙），總會以混合的形式舉行年度會議，並將「在希望

中行善－Charity in Hope」的獎牌頒發給宗座會員會「援助有需要的教會」，並與文

生在俗傳教士（MISEVI－Vincentian Lay Missionaries）簽訂合作協定。在同一次的會

議，發表了三本手冊：「在大學及學院建立青年協會」、「世界窮人日」、「聖雲

先會鴻圖大展計畫 SSVP Plus 運作程序」。在今年初，我們還出版了「拯救弱勢群體

議定書－Protocol for Saving the most vulnerable people」的最終版本，供上級理事會

使用。

從完成人口普查開始，我們在青年領域有很大的進展，人口普查提供了一個極

好的統計數據，我們聖雲先會會員中有 30%是年輕人（35 歲以下）。該部門的國際

副主席一直忙於進行各種線上計畫，特別是「薩拉曼卡數位－Salamanca Digital」計

畫，這個計畫將 2018 年會議的與會者與現任國家青年協調人聚集在一起。兩封寫給

青年的信也於 7 月 4 日發出，並開始了「國際友誼網絡－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Network」計畫。還為年輕人舉辦了法語、英語和義大利語的「七位創辦人」音樂

節，非常成功！

我們絕不能忘記總會在世界各地慶祝的重要節日：7 月 4 日（聖雲先會青年

日）、7 月 21 日（總會成立日），以及 8 月 14 日（國際女性會員日）3。理事會舉

行了五次例行會議，以及為國際地區副會長們舉行了數個培訓和工作會議。我很高

[3]為紀念生於 1820年 8月 14日奧撒南的忠實妻子艾蜜莉．蘇拉克羅．奧撒南（Amélie Soulacroix Ozanam）。偉大的作家

馬修馬修．布雷瓊（Matthieu Bréjon）將於 2022年 5月，出版一本關於艾蜜莉的書籍。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s&prev=_t&sl=auto&tl=es&u=http://www.ssvp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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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在陶巴特（巴西）獲得榮譽市民獎，並參加在巴西當地議會舉行莊重的「雲先同

人日」。

在活動和國際參與方面，疫情第二年持續產生負面影響，因為限制使得參加各

種活動變得非常困難。儘管如此還是盡可能訪問了七個國家地區（直布羅陀、墨西

哥、西班牙、巴西、葡萄牙、法國和巴拉圭）。聖雲先會鴻圖大展計畫成功地將聖

雲先會帶到維德角。在聯合國，總會以線上或實體方式參加了討論環境、貧窮、無

家可歸和移民問題的各種會議。關於梵蒂岡，我被任命為促進人類整體發展部的成

員，理事會在與兒童、移民和難民問題的各種會議上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與以往一樣，善會與雲先大家庭的關係非常緊密。除了總會每年向費城國際辦

公室支付的款項外，還為翻新善會誕生地的會議室做出重大貢獻，那間會議室將被

稱為「奧撒南會議室」。雲先大家庭發表一份支持奧撒南宣聖的公報，並根據聖雲

先會的建議，發表了另一份關於向最貧窮的國家提供疫苗的重要性的公報。總會參

加雲先大家庭在 2021 年所推動的所有會議，特別是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和各種

線上培訓、靈修活動，以及與無家可歸問題有關的「13 棟房子」計畫。

與國際團結有關的數據令人振奮，善會國際援助與發展委員會（CIAD－the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Aid and Development）向 30 個國家提供了 350,000 歐元，

挹注人道主義援救（自然災害）和社會項目。在總會的網頁上，CIAD 設置了一個

「本月呼籲」的項目，這個項目收到了許多用於重點呼籲的捐款。國際孿生計劃為

50 多個國家提供捐款，提供的資源總額達 100 萬歐元。

因此，儘管健康危機加劇了限制，但很明顯，這些所有的活動和呼籲都已經完

成，為此我們感謝天主所賜予的力量、勇氣和能量，使總會總是積極並致力於慈善

行動。我們藉此機會感謝聖雲先會國際神師安德肋．莫托神父（Rev. Andrés Motto,

CM），感謝他在這段時間所提供道德與信仰上的建議。

2.3.下屆選舉

今年九月，聖雲先會國際總會將開啟選舉新任總會長的作業程序，善會歷史上

的第 17 任總會長將於 2023 年 6 月在羅馬的大會上選舉產生。公告將在前 10 個月依

規定公佈，載明有關各國提報可行使總會長職能成員名單的規則。正如我們大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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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總會和總會長本人對整個聖雲先會非常重要。因此，我感謝天主讓我有這個機

會能服務，在這個角色上，我看到這項任務是多麼具有挑戰性與繁複度。

根據聯盟的規定，總會長選舉有兩個非常客觀的標準（第 3.5 條和第 3.7 條）：

其屬於文生人的身分，這顯然是無須質疑的必要條件，以及年齡的限制。許多人可

能會對此感到驚訝，並且可能會問：就這些嗎？我也認為僅僅這兩個條件，還不足

以讓我們選出將領導聖雲先會六年的雲先同人。

2.4.選舉出優秀總會長的理想條件

依我個人的淺見，綜觀在我之前總會長們的特質，我認為可以增加一些更主觀

但基本的標準，以便選舉產生一位為該職位帶來榮譽的人，避免選出利益團體或別

有居心的人（例如政治利益）。我們需要準備好接棒自 1839 年以來締造總會進展的

候選人。

建議總會長應具備領導技巧和能力：我們的聯盟是由 153 個國家組成（並且每

天都在增長），因此領導人需要有共同的願景才能具有前瞻性，並領導聖雲先會所

代表的「慈善之軍」。建議總會長具有神恩和同情心，將慈善、服務、愛德和友誼

的訊息帶到每個地方，特別是在傳教的旅途中。

建議總會長應該有提出改善的想法：優化國際策略規劃，將重點放在策略和體

制領域。這些想法將形成候選人的初始工作計畫（如平台），然後可以轉化為計

畫、項目和倡議。

建議總會長應該能夠用他們母語以外的語言交流：現今，在一個互聯的全球化

世界中，幾乎不可能有人不說其他語言。這種能力在會議和協商、尋求共識，與政

府、社會和政治組織的代表會面，以及訪問各國與教會的關係上，有著很大的幫

助。目前口譯員和翻譯的費用也相當高。

建議總會長應具有先前行政管理的歷練：協會會長、領導社會工作或分會將提

供有用的經驗，以幫助避免國際總會在行政管理上犯錯。這項條件在選擇理事會成

員和國際組織中的所有部門上，都將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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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許也是最重要的：在精神方面，總會長應該是聖德（雲先同人、根本

和神學）的真正使者、家庭的保護者（當每一天世界都在透過通訊媒體摧毀家庭

時）、生命的捍衛者（反墮胎和安樂死）、和平及和諧的使者、以及反基督徒意識

型態，時刻支持雲先大家庭和聖教會，特別是在最困難的時刻。慈善是我們信仰的

果實。

將上述客觀和主觀標準默存於心，無論如何，天主將揀選出下一任總會長。所

以祂將使那些當選者能夠確保他們的任期是成功的，這是為了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以及整個聖雲先會的益處。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地祈禱，祈求聖神揀選那些真正被召

喚來完成我們面前崇高使命的人。讓我們向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祈求，讓候選人具備

這些特質，並光榮迄今為止所有總會長的精神遺產！

2.5.給年輕人的訊息

聖雲先會的兒童、青少年和年輕人的存在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祝福。自

1833 年創立至今4，我樂此不疲地闡述年輕人參與聖雲先會的價值。我們時常回憶真

福伯鐸喬治梵薩蒂（Bl. Pier Giorgio Frassati）的精神遺產，為了紀念他，我們創立了

聖雲先會國際青年日，並為青年建立了特別典藏，今年將再次舉辦。

2020 年和 2021 年的疫情所造成的危機，對我們所有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都是一

個挑戰。然而，正是他們，在世界許多地方維持了聖雲先會的運作，以奉獻的精神

和承諾為窮人服務。我無法用言語來感謝文生青年對社會和最需要幫助者愛的行

動。因為弱勢群體確實需要雲先同人的幫助和年輕人的勇氣，透過探訪和我們善會

所做的慈善工作，你們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

從我身上你們可以看到一位極為重視青年的支持和捍衛者。我 15 歲時加入聖雲

先會，所以我完全理解年輕人的擔憂與挑戰。在聖雲先會，尤其是總會永遠都會有

你的位置。為了履行我對青年倡議所作的承諾，我很高興地宣布，我們將在 2022 年

發起聖雲先會國際青年競賽。每個副會長轄區各一位，獲勝者將獲得參加 2023 年 8

[4] 在首屆慈善協會成立的幾年後，奧撒南鼓勵聖雲先會會員關心年輕人，為貧窮人謀福利，並繼續履行善會的使命：

「雖然年輕人聚集在一起尋找朋友與家庭是有益的，但善會在年輕人中招募成員是非常重要的。善會已經存在十四年了：

它不能像創辦人一樣老去，慈善必須成為一種習慣。年輕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大膽，包括它的魯莽，它帶來新的思想，以

及我們從未考慮過的工作。」（菲德列．奧撒南，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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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里斯本（葡萄牙）舉行的兩項青年活動的費用：雲先大家庭國際青年會議，以

及與教宗方濟各一起的世界青年日。

我現在直接對上級理事會的理事長呼籲：我們需要組織一個國家青年委員會，

這樣我們能夠給予更多關注文生青年們在所有國家執行的工作。我們必須給予年輕

人無限的支持；特別為他們開發計畫、尋求創意的方式來培訓他們，投資在年輕人

的未來上，並為他們在國家等級的聖雲先會開闢更多空間及方式參與決策。聆聽年

輕人的心聲、接受他們的建議、想法，並執行他們的倡議是非常重要的。5

3.給雲先同人的建議

在這一章，我將列出一些由世界各地的成員透過各種可用的管道，包含為幫助

上級理事會解決會員間，及其他合作者之間可能出現問題而設立的會員專員，來向

總會傳送的一些情況。下面提到的評論和建議也來自我在傳教旅程中的觀察，以及

我與會員的直接接觸。

這些問題值得大家思考，以便我們與那些受苦者的工作才可以持續改善。這裡

提出的想法與問題主要也在告訴我們，我們的分會、協會和社會工作如何發展，最

重要的是我們會員的行為。一些正在閱讀信函的你們或許不同意我所寫的一些內

容，但至少會知道有限的我是怎麼想的。

3.1.觀察／遵守規定和法令

任何人類組織，無論是公共還是私人、宗教或是在俗，都會為公共利益制定規

則，並有遵循的程序，以確保將它們結合在一起的原則和價值觀得到適當的尊重。

聖雲先會也不例外，我們的創辦人們在慈善協會成立的最初幾年，受到天主的啟

發，開始了一個組織過程，最終於 1835 年 12 月公佈了第一條會規。6

[5]「年輕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大膽，包括它的魯莽，它帶來新的思想，以及我們從未考慮過的工作。」（菲德列．奧撒

南，1847）

[6]隨著組織的發展，會議和我們的使命和神恩所建立的行動需要一個基本的方向。還需要建立理事會來領導協會的工作

並促進在全世界擴展。因此，1839年對會規進行了修訂，將總會的基礎納入，選舉規定和慈善工作的日常建議以及會

員，特別是將領導人的方法納入其中。在十九世紀，國際會規在 1850年和 1856年進行了兩次進一步的修訂，解釋了中央

和上級理事會的角色，多年來一直沒有進一步的改變或修改。在 1967年巴黎舉行的大會上，巴黎總會（男性）和濱海布

洛涅總會（女性）合併。1973年，在都柏林（愛爾蘭）大會結束後不久，會規採用了現在的形式，但沒有放棄七位創辦

人建立的基本原則，以及總會長透過通函留下的支柱。第九任總會長伯多祿．喬德（Pierre Chouard）撰寫的會規序言文本

非常突出。2003年 10月，為了使善會更具普遍性，在羅馬（義大利）舉行了一次大會，大多數上級理事會批准了目前的

版本。2003年的改變將聖雲先會轉變為一個龐大的國際聯盟，將所有上級理事會聚集在一起，在總會內建立了新的架

構，包括鼓勵與其他組織的聯合條款。2016年，在羅馬舉行的大會上又通過了一項略有修改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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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聖雲先會國際會規是一份堅實、廣泛、年輕的文件，對對話開放、對變

革透明。這幾十年的進步並沒有改變 1833 年七位創辦人的精神：祈禱的需要（個人

和團體）；雲先同人工作中的個人接觸；我們與弟兄姊妹的生活關係；我們為有需

要的人提供服務承諾的普遍性；還有我們雲先同人的聖召。

有時，我們可能會批評，或不同意會規中的幾項條文，或是覺得它們過於官

僚。這是民主的，應該被視為自然的。我們永遠不能做的是不遵守會規，以及任何

其他文生領導人批准的規定，特別是改善協會、工作和分會管理。我們知道會規並

不完美，因為我們人類並不完美。但會規對我們來說是一條安全的道路，可以幫助

我們成聖、謙卑並為那些受苦的人提供慈善服務。最重要的是，會規是一條道路，

也是指引我們善會未來的燈塔。它具體說明了我們希望我們的善會和成員的價值

觀、使命和願景。

第三任總會長，阿道夫．鮑頓（Adolphe Baudon），在話語中顯示了他的智

慧：「如果一個協會有失敗的危險，那是因為它偏離了會規；另一方面，如果它繁

榮起來，可以肯定它忠實地遵守善會的傳統和慣例。」許多人想根據自己的生活情

況調整會規或解決一些特殊的實際情況，但這並不是會規建立的目的。是我們必須

謙卑地適應會規，毫不猶豫地遵循它，因為我們知道它的原則是令人振奮的。摒棄

自己的觀點、雲先同人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被解釋為忠實地遵守會規，因為這

樣我們可以避免善會標準被以不同的方式詮釋。會規的存在保證上級理事會將在與

總會指令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和諧發展，因為這是我們創辦人所希望的。總會的基本

功能是要成為會規的保護者以及聯盟內團結的守護者。

最重要的是，章程、基本要求，標準和會規的存在使我們的組織更靈活、更彈

性，具有活力與現代化，沒有讓菲德列．奧撒南非常氣惱如《聖經．依撒意亞先知

書》上所記載的官僚主義7、階級制度和過多規定（依廿八：10）。會規存在的唯一

原因是為了改善協會、社會工作和分會。會規的存在只是為了使能更親切、有效地

服務窮人。它是慈善服務的偉大盟友：它的原則越清晰，它就越能被每個人有情感

地接受。在遵守會規時，我們必須遵循的等級應該是愛的等級，採取包容、和解的

[7]「只有一件事會阻礙和摧毀我們：改變我們最初的（原始）精神，在人民面前吹響號角的法利賽主義，忽視任何其他

地方的美德的排外自尊，除了團體所偏好的以外：過度的實踐和嚴謹，被轉化為鬆懈和放鬆，或是一種口頭上的慈善行

為，更傾向於說而不是行動，或者是阻礙我們進步和阻礙我們工作的官僚主義作法」（1841年 5月 1日，菲德列．奧撒南

給致愛妻艾蜜莉．蘇拉克羅（Amélie Soulacroix）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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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遵守會規、身體和靈魂，與教會的誡律和諧地工作，並以良好的組織實踐為

基礎，是確保善會未來充實豐盛的必然途徑。

3.2.積極成員被排斥在外

對我來說，最艱難的決定之一就是在國家層級進行了一項程序後，確認將我們

善會的會員被排除在外。作這個決定讓我付出很大的代價！將我們組織的任何會員

排除在外是非常令人難過的，尤其是因為我們在加入聖雲先會時，都是受到聖神的

驅使而從事慈善工作，幫助我們走向個人成聖，同時服務那些受苦的人。因此最

後，排除任何人意味著阻止雲先同人實現這些美好而神聖的目標。

我知道會規和章程已設想了這種可能性，但身為總會長，我想呼籲上級理事

會：在排除一名會員前，請確認採用替代懲罰是否更加適合，例如警告、暫時停

職、停職或自願辭職。這個過程也會發生在協會、社會工作和分會，我建議在解僱

會員之前，考慮譴責或暫時停職的可能性。我們在各個國家看到的許多案件和衝突

都來自未經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排除在外的雲先同人，聲稱缺乏辯護或受到某

種迫害。我們必須避免這種情況，在雲先同人的道路上永遠對我們的同伴仁慈。我

們都可能犯錯，但當然，我們也都有權利獲得第二次機會，正如聖經在處理弟兄之

間糾正問題時所教導我們的那樣。8

因此，這不是逃避錯誤行為，也不是對那些做錯事的人過於同情，而只是要公

平對待這些人，他們為聖雲先會奉獻了多年的生命。在這些情況下，我們之間不能

缺少對話、和解、尊重和慈善。

3.3.教育的卓越價值

在我的演講和報告中，內容總是包含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

發佈關於教育的價值，在降低世界貧困水平方面的資訊。這些聯合國組織認為，如

果年輕人可至少完成他們的中學教育（大學前的等級）9，全球貧困可以減少一半。

這個事實指出，聖雲先會在道德上有更多地責任要參與教育項目，以幫助人類減少

這些負面的指標。

[8]在聖經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天主給予人第二次機會的例子。如提及約納、三松、達味、馬爾谷和伯多祿等人。

[9] 請參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以下連結中發表的文章「如果所有成年人都完成中等教育，全球貧困將可減少一半」：

https://en.unesco.org/news/world-poverty-could-be-cut-half-if-all-adults-completed-secondary-education .

https://en.unesco.org/news/world-poverty-could-be-cut-half-if-all-adults-completed-secondary-educatio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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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雲先會如何幫助改善世界各地的教育？首先，協會可以贊助專業培訓課程，

特別是為年輕人，成為受益者。為工作導向的教育是一條為我們幫助的家庭帶來福

祉的可靠途徑，減少他們對協會援助的依賴，有助於他們最後脫離貧困的惡性循

環。我們可以也應該特別投資在對抗數位排斥，這是當今教育和人們進入勞動市場

的主要障礙之一。對於兒童來說，托兒所也是對應這挑戰的絕佳選擇。在這場為減

少貧困和社會脆弱性的奮鬥中，從嬰兒到大學階段的任何教育投資都是值得的。10

我們不能忘記，教育是雲先同人「系統性變革」計畫的五個項目之一，由雲先

大家庭所構想，也被我們聖雲先會所採用。透過教育，人們獲得更好的工作，這為

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有了更好的薪水，人們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享受更好的

健康生活。這是一個正面的循環，從幼兒園開始。恭喜所有分會及協會維護學校和

幼兒園，以及為他們所幫助的人提供任何類型的專業培訓或社會計畫，正如我們的

前輩在 1845 年聖雲先會手冊附錄中所觀察到的那樣。

3.4.決策

我們注意到，在我們 153 個地區中的一些地區上級理事會層級做出的重要決

定，但被基層強烈反對和拒絕。當然，如果我們的善會要正常運作，任何決定都必

須執行。

但這負面的反應可能是一個或最多兩三個人採取行動的結果，沒有聽取其他理

事會成員，或國內主要領導人的意見。例如，結束一些支援工作、開除成員、簽署

協定等。這些應該按照我們善會創辦人的意願，與同儕分享。正如奧撒南所說的，

為了少犯錯誤。11

因此，我懇請你們，一旦理事會進行適當的協商，就可以作出決定，事先考慮

利弊，允許相關人員表達自己的意見，慈善、和諧和尊重可能是任何決定的關鍵，

特別是對那些涉及成員、受惠者或雇員。我提出這請求是為了避免世界各地出現不

必要的衝突和法律問題。

[10]我們不應該忘記，從一開始，培訓就是我們第一批成員最喜歡的任務之一。奧撒南堅信需要為工廠的工人提供培訓，

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循環，並確保自己和家人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菲德列也將自己的大部分生命奉獻給教育，因為正如

我們所知，他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名教師，先是在里昂（他在那裡開設商法課程），然後在巴黎的索邦大學（先是

助理教授，然後是外國文學教授）。

[11]「領導人必須是聖潔的。首先，他們會少犯錯誤；然後，他們會冷靜地忍受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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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協會：神聖之地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由於影響到我們所有人的健康危機。我們看到人們如何躲

在家中、他們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生活裡，很少或根本沒有與鄰居接觸。也許對死

亡的恐懼和對聖意缺乏信任可以解釋這種行為。這種「閉嘴保護自己」雖然是必

要，但也會產生後果。許多人，即使是現在，也只是慢慢地恢復正常，但還是充滿

恐懼和疑惑。也有許多人仍拒絕回歸日常生活，像是工作或讀書。

正如每個人都必須恢復正常一樣，聖雲先會也不能停留在時間和空間上，因為

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非常依賴協會的慈善工作，以及數以百計個雲先同人的支持服

務，像是養老院和幼兒園。正如教宗方濟各勉勵我們的那樣，我們不必害怕（瑪十

四：22－33），因為天主在我們身邊。

《路加福音》告訴我們那些被賜予很多的人，也要付出更多。（路十二：42－

48）。因為疫情的後果，以及如此多的悲慘死亡，無法估算的教育損失、精神和心

理疾病的增加、精神上與天主疏遠，來自媒體的混亂資訊、貧困和飢餓加劇等等，

對整個人類來說都是個災難。此刻，天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期待我們這些會員的

付出。

身為會員，我們怎能以不經意的藉口不回到協會參與會議？我們是否執著於塵

世的生活，是否真的相信天主的力量？以及祂在我們的生命中透過我們作為祂神聖

手中的工具所完成的奇妙作為？我們真的相信協會是一個神聖、信仰、服務、祈禱

的地方，在這裡友誼得以分享和成長嗎？我們是否實踐真正的慈善，是否只是滿足

虛擬上的慈善？去年 9 月 27 號聖雲先慶日，教宗方濟各在推特上告誡：「沒有與受

苦者接觸的基督宗教，就是無法觸及基督肉體的基督宗教」。

我們必須回來！當然，我們會遵守衛生當局所制定的所有規則制度，採取必要的保

護和醫療措施，但我們必須回來。特別是當我們在天主面前有責任時，務必小心不要被

指責成我們不希望的樣子：利己主義、個人主義、貪婪和懶惰。我們必須強化我們的協

會，這樣我們才能到達天堂。

3.6.雲先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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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遠都不會厭倦於重申我對雲先大家庭的無條件支持，我希望上級理事會，

以及所有會員在各自領域採取同樣的態度。但請隨時告訴我任何難以建立更具成效

的合作，這種情況令人遺憾。雲先大家庭是一個奇妙的創造，受到神聖的啟發，祂

團結、強化我們，並為我們的慈善行動開闢了許多機會。支持它是我們的使命和制

度上的義務。在我們更加茁壯之際，照顧這個大家庭是我們的道德責任，是我們策

略中的一個優先事項。因為這樣我們才能確保提供更具彈性、更全面的支持。

恕我直言，我們缺乏的是對我們大家庭真正的相信！為什麼有些有遠見的「分享計

畫」從未啟動？減少無家可歸者的聯合舉措在哪裡？為什麼協調的活動和課程沒有定期

進行？導致雙方衝突的障礙是什麼？為什麼我們有時會懷疑雲先大家庭？我真的鼓勵

你們去更好、更親密地理解，成為這個特殊雲先大家庭結構的一部分的美好，一個

我們可以一起為天主的窮人做更多事情的場所。

3.7.選舉結果

我經常被要求談論的另一個令人悲傷的話題，是我們善會從協會到上級理事會

各個層面的選舉問題。我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十份報告和訊息，這些報告和訊息

涉及選舉過程中的嚴重問題，這些問題會產生不合與分裂。選舉應該是慶祝的時

刻，真正的團結慶祝；但在某些地方，它們會導致負面情緒、分歧和悲傷。

我建議每次都成立一個選舉委員會，其模式與總會所採行的一樣，以便候選人

了解每次選舉的時間、階段、要求和規定，因此他們能夠和平、和諧地進行選舉。

規定應該明確而全面。參加選舉為聖雲先會服務是一種具有愛和慈善的行為，因此

應該受到鼓勵和讚賞。

除了這些方面之外，還有一些候選人不承認選舉結果、批評勝選者或詆毀選舉

過程。遺憾的是評斷候選人資格的不僅是客觀的標準，而且最重要的是主觀方面，

如情商、管理能力、領導能力、廣泛的理解能力和外交能力。我們一直都需要改進

選舉的程序。

還有另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領導階級缺乏更新。有些地區的會長任職 10、15

或甚至 20 年。這種情況不僅完全違反我們的會規，而且表明這些領導人缺乏慈善精

神，因為他們不移交責任，就是不允許更新。還有一些領導人，隨著每一個新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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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開始，就會被吸引到新任會長的角色上，只是改變職位，以便繼續留在理事會和

社會工作的委員會中。這種事對於結構更新也極具破壞性。

我祈求仁慈的天主賜予聖雲先會神聖的領袖，做好充分的準備來面對今日的挑

戰，並且保護我們免於受到機會主義者的傷害，因為他們加入聖雲先會的目標與我

們的文化、身分和歷史相衝突。

3.8.環境方面

現今的主要議題之一是全球氣候。聖雲先會可以幫助減低氣候變遷對人類所造

成負面的影響。無論我們住在哪裡，亞洲或美洲，歐洲或非洲，無論富或貧，這個

議題都同樣地影響著我們。近年來，我們看到了巨大的自然災害，如野火、災難性

洪水、火山爆發和地震。所有這些事件都會造成破壞，並導致連帶的影響，像是失

業、被迫移居、貧困加劇，以及糧食和住房短缺。

我們都可以發揮自己的作用來幫助地球，採取簡單的步驟像是節約能源、購買

電動車或資源回收，甚至採取重大行動，例如向政府施壓以要求採取對環境破壞較

小的措施。在保護環境的奮鬥中，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們聖雲先協會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擁有的力量，或者他們慈善工作的範圍。一

切都是慈善，包含關於如何對待環境—天主的創造（「願祢受讚頌」通諭12）的好建

議。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從最簡單的行動開始，像是為我們的受惠者提供正確的

教導，教他們小行動產生的大結果。我們是否在探訪中或與弱勢群體接觸時這樣做

過？我們是否參與環境辯論，還是我們認為這不是慈善？在我們的地方分會和社會

工作中，我們是否正在做什麼來減少消耗？

我祈禱世界各地聖雲先會的領導人能被鼓勵去了解這一點，這樣我們能在內部

和外部做出改變。同樣地，我建議協會應該經過適當的培訓，以便有助於環境訊息

的傳遞，以減少汙染和政府疏忽所造成的有害影響，特別是在大城市的郊區。

[12]「願祢受讚頌」是教宗方濟各的通諭，他在通諭中批評消費主義和不負責任的發展，並提倡變革的需求和全球聯合行

動以應對環境破壞和氣候變遷。該通諭於 2015年 6月 18日正式出版，回應了世界各地宗教、環境和科學界以及政治、經

濟和媒體領導人對氣候變遷危機的期望。教宗明確表示，他希望通諭能夠影響能源和經濟政策，並推動全球變革運動，以

停止「全球對環境的破壞」。教宗向「地球上的每一個」說，要求人們就此向政治人物施加壓力。這是教宗方濟各繼

2013年發表「信德之光」之後的第二個通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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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將為我們的慈善工作增加價值和意義。希望下一代能從我們這承繼的是

沒有意識形態與廉價政治，只是熱愛自然的工作，關心我們共同的家園。這是一個吸引

年輕人目光的焦點，他們也會明白，成為雲先同人是天主的邀請，在這個如此不平等和

不人道的世界中有所作為。

3.9.為奧撒南宣聖禁食

每年 4 月 23 日，我們都會紀念聖雲先會的兩個重要意義日子：菲德列．奧撒南

的生辰（1813 年），和第一個慈善協會成立日（1833 年）。對於我們所有會員來

說，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為了更好、更有效地紀念這些日子，2021 年，國際

總會發起了「奧撒南宣聖神修運動－ Spiritual Campaign for the canonisation of

Ozanam」，鼓勵在每月的 23 日，特別為奧撒南的宣聖進行禁食（禁食是根據教會的

規定，並根據當地慣例斟酌行事）。

為什麼選擇每月的 23 日禁食支持奧撒南的宣聖？23 這個數字在雲先同人的生命

中非常重要。奧撒南生於 1813 年 4 月 23 日、1841 年 6 月 23 日結婚、與他的朋友在

1833 年 4 月 23 日創立慈善協會，於 1853 年 4 月 23 日寫下他的遺囑，並於每月的

23 日將鮮花送給他心愛的妻子艾蜜莉。這表示 23 這個數字在每個成員的生命中最能

代表奧撒南。

聖經充滿禁食的例子13。因為城裡的居民禁食，天主拯救尼尼微免於毀滅（納

三： 5）。艾斯德爾要求所有猶太人禁食，因此天主能將他們從波斯人的種族滅絕中

拯救出來（艾四：16）。耶穌向祂的門徒保證，只能透過祈禱和禁食才能驅趕魔鬼

（瑪十七：21）。耶穌自己在曠野的試探中，禁食四十天以使自己脫離邪惡（路

四：2）。

禁食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神修工具。所以我們都被邀請在每月的 23 日加入這場神修

運動，直到聖教會正式宣布奧撒南為聖人，這無疑將很快發生。

3.10.服務的主題

[13]「禁食、祈禱和慈善是我們用來幫助我們皈依的方法。因此，當我們向天主詢問有關奧撒南的事時，我們也在讓自己

的心變得純潔。我們必須將此禁食獻給天主，祈禱奧撒南早日被封聖。這是總會長建議禁食的良好目的」，國際總會的神

師，遣使會安德肋．莫托神父（Rev. Andrés Motto, CM）作了以上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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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聖雲先會的總會長有一個傳統，採用一個特定主題來引導他任內的所有管

理工作。該特定主題來自總會長所珍視的個人價值觀，他與委員會最親密的同事、

總會的員工以及世界各地的所有成員分享相同的理想。

該特定主題是會長獨自提出的個人建議，因此不應與領導層的使命或機構願景

相混淆。我在 2016 年當選時選的主題來自馬爾谷福音第 9 章 33 至 35 節：「他們來

到葛法翁，進到家裏，耶穌問他們說：『你們在路上爭論了什麼？』他們都默不作

聲，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最大。耶穌坐下，叫過那十二人來，給他們說：

『誰若想做第一個，他就得做眾人中最末的一個，並要做眾人的僕役。』」

在福音中，主耶穌對門徒表現出極大的耐心。當祂問：「你們在路上爭論了什

麼？」時，門徒們很慚愧，沒有回答。但耶穌了解人們的內心和思想，已經知道是

怎麼一回事了：他們正在交換意見，討論誰在天國裡是最偉大的。耶穌沒有斥責或

譴責他們，只是用他們自己的軟弱來教導他們。

在「偉大」的主題上，救主告訴他們，在天國裡，偉大的人將是那些為他們的

弟兄姊妹服務的人。服務，接受你的弟兄姊妹原本的樣子，是每個基督徒的使命。

服務，幫助我們的近人成為更好的人，是每個雲先同人的使命。我們的服務是做憐

憫和慈善的工作，因此我們更接近主。所以，這個主題邀請我們在我們的生活中為

不幸的弟兄姊妹提供真誠且致力的服務。

另一個來自聖言的重大訊息是，我們不能讓位於個人的野心、驕傲和所謂的

「俗世力量」，我們只被邀請將我們的生命作為愛的禮物送給他人。文生領導人必

須特別注意耶穌的這個要求：你想成為天國裡的第一位嗎？那麼，在地球上，要成

為最謙卑的人、最後一位，以及所有人的奴隸和僕人。

「誰若想做第一個，他就得做眾人中最末的一個」14，這一節清楚地表明，在主眼中

唯一可以稱得上偉大的人，是那些謙遜、簡樸，積極活出雲先同人的聖德，並將自

[14]在接下來的幾節經文中（谷十： 42－45），經文強調了雅各伯和若翰（載伯德的兒子）在耶穌建立的王國裡，一個坐

在祂的右邊，一個坐在祂的左邊。當然，雅各伯和若翰都認為基督所提議的王國是強大而榮耀的，因此他們渴望在祂身邊

有榮耀的地方。耶穌是堅定的，但一如既往地充滿愛：「你們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尊為首領的，主宰他們，有大臣管轄

他們；但你們中間，卻不可這樣：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為首，就當作

眾人的奴僕，因為人子，不是來受服事，而是來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這幾節展示了雅各伯和若

翰即使他們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接受了所有的教導，仍然不明白在天國裡會是怎樣的，並且繼續按照這個世界的觀念去思

考和生活。這仍然會發生在今日許多人身上，儘管他們在教會中生活了多年，但依然很容易被「小力量」、虛榮、自負和

驕傲牽著走，以至於他們在天主教的牧靈、運動和服務中占據了自豪的位置。面對這種野心、榮譽，特權和領導地位的可

悲表現，耶穌並沒有以任何方式居高臨下，因為任何野心都與祂拯救恩賜的本質相衝突。換句話說，為了成為天國的一部

份，門徒必須準備好跟隨耶穌，走上苦難、順服、謙卑、無私服務和慈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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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命作為免費服務的禮物給他們弟兄姊妹的人。耶穌邀請我們分享天主賜予我

們的禮物、天賦和資源，在這疫情的艱難時刻，我們更該如此。

因此，我這一任選擇的國際總會特定主題完全聚焦在服務上，向我們展示通往福音

偉大之處的大門：服務他人（正如瑪竇福音廿五：35－45 所告訴我們的）。這個主題

是目前組建總會理事會團隊的獨特標誌，因此我向所有成員，特別是我們在天主所

賦予的各級組織服務的文生領導人發出邀請，請他們擔任「僕人領袖」的角色，永

遠「在希望中服侍」，正如我們會旗上所呈現的。

4.泰藍迪國際主題年

4.1.「國際主題年」計劃

本屆國際總會（2016－2023）任期最值得注意的特點之一是七位創辦人。我們

許多的成員只認識並敬禮真福安東尼－菲德列．奧撒南，而其他六位創辦人只是附

帶。這是錯誤的，他們都是主角。奧撒南本人曾多次拒絕這樣的看法，他對同伴一

直都非常公平。「我們有七個人」，他在 1841 年的一封慶祝法國和世界各地越來越

多協會和成員的信中如此說。

但即使在今日，人們對 1833 年 4 月 23 日成立的第一屆慈善協會的其他創辦人

了解仍舊不多。為了增加對七位創辦人生活和工作的了解，我們有了發起「國際主

題年」計畫的想法。這個計畫從一開始就進展得很順利，包括舉辦徵文比賽、每年

發行一枚與創辦人有關的印章，並建立一個特別的標誌。到目前為止，已經包含了

這些年份：2017 年（白義 Bailly de Surcy）、2018 年（拉利 Lallier）、2019 年（拉瑪

奇 Lamache）、2020 年（克拉維 Clavé）以及 2021 年（德沃 Devaux）。

主題年計畫還包括舉辦了電影節，最後由一個巴西團體憑藉他們的作品「聖雲

先會：發軔－SSVP： The Beginning」獲勝；國際歌曲大賽「七位創辦人」，有多種

語言，原版也由巴西成員創作。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行動是參訪所有創辦人的墓地，

總會理事會每年也都有這麼做。2022 年也一樣，焦點集中在伯多祿－奧斯定．泰藍

迪（1811－1886）身上。

總會透過這次活動以及與「國際主題年」計畫有關的其他項目，來落實加強對我們

敬愛的聖雲先會七位創辦人生活了解的承諾，包含在國際策略計畫中，這是本屆任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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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之一，我感謝所有傳送七位創辦人（藍色背景）照片的人，並將此主

題納入聖雲先會和雲先大家庭的培訓課程中。

4.2.泰藍迪是誰？

伯多祿－奧斯定．泰藍迪 於 1811 年 1 月 28 日生於法國盧昂（ Rouen,

France），他是 1833 年 4 月 23 日在巴黎創立聖雲先會的七位友人之一。他有一個弟

弟嘉祿，他的父親出身於一個商人家庭，母親則是來自貴族家庭。為了完成他的法

律研究，泰藍迪和他的家庭搬到了巴黎。

他與菲德列．奧撒南一起加入「歷史協會」，並表示支持開展更實際、更有益

的工作，而不是對歷史、文學和哲學進行無止盡的理論討論。奧撒南形容他是一個

「非常和藹可親、見多識廣的年輕人」，「他的唯一缺點是他不是里昂人」，奧撒

南開玩笑說。

1833 年，他積極參與首屆協會的創立。他並且在家訪和探視囚犯期間對有抱負

的天主教徒進行宗教指導。一樁有趣的事是：泰藍迪當時對劃分首屆「慈善協會」

抱持謹慎的態度，因為他認為這一決定將標示著該組織的結束，在會議紀錄中記載

了他在 1835 年 12 月的討論中哭泣，但其他創辦者以「允許新會員加入協會是必要

的，這樣他們才能為巴黎更多有需要的人服務。」說服了他。

1837 年，泰藍迪在利曼（Le Mans），之後回到他的家鄉盧昂。伯多祿－奧斯定

是年輕創辦人中第一個領受婚姻聖事的。他於 1838 年 8 月 7 日與瑪利亞．鮑德利

（Marie Baudry）結婚。他們有四個小孩，三個女生和一個男生。在盧昂，他是一間

保險公司和醫院的董事。1841 年，他創立了盧昂聖吉爾達德協會（Conference of

Saint Godard），擔任會長。他在協會成員和市民中很受歡迎，獲得了許多認可，儘

管他從不為這些而煩惱。

他將生命的最後日子獻給他的家人、他孩子的教育、與他的朋友、協會和他在家中

心愛的花園。伯多祿－奧斯定．泰藍迪於 1886 年 3 月 23 日在他出生的城市去世，享

年 75 歲。

4.3.文學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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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8 日，國際總會將舉辦第六屆國際文學競賽，主題為：「首屆協會

協會－泰藍迪：The First Conference - Le Taillandier」。這將獎勵那些撰述創辦人泰藍

迪個人、職業、文生和家庭生活新的或鮮為人知細節的文章，以及對第一屆協會的

建立與聖雲先會在世界各地的擴展所做的貢獻。

國際總會現任理事會持續關注七位創辦人在聖雲先會歷史上的重要性，不僅只

集中在真福菲德列．奧撒南的生命，他的宣聖進程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理事會也

關注其他創辦人對教會、有需要的人和人類的貢獻。

國際總會相信「首屆協會－泰藍迪」國際競賽將與前幾屆一樣成功，為來自世

界各地的雲先同人頒獎。這正是我們想要的：對我們創辦人的生命和工作、他們的

特質和聖德，甚至是他們的缺點有更深入、更好地了解。這是我們希望在擔任總會

會長期間實現的主要目標之一。

競賽將在總會的網站上公布，一如往年將根據之前競賽的一般指導，因此將頒

發現金獎15給獲獎的作家和他們所屬的協會。本次比賽的指引將提供所有需要的細節

（頁數、文本結構、書目來源、接受的語言、截止日期、獎項等）。我們確信關於

泰藍迪的學術研究將與之前的工作一樣有價值，為這位在聖雲先會歷史上非常重要

的人的生命，提供有趣的特質和細節。

我邀請所有上級和國家分會發表關於泰藍迪在創立聖雲先會過程中主導作用的

文章及反思，鼓勵從個人、專業、學術和文生角度研究他的生命和工作，支持總會

執行 2022 國際主題年計畫。

總會建議在 2022 年 12 月 8 日，即「國際泰藍迪年」的閉幕日，在世界各地的

所有堂區舉行感恩彌撒，以紀念這位創辦人。我更鼓勵協會在 3 月 23 日，也就是他

去世的那天，透過閱讀關於他的文章作為協會會議的靈修反思，來紀念追思他。

我希望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成員能夠參加即將舉行的競賽。作為總會長，我很自豪

能夠建立這個重要的計畫，並看到這對我們善會有多麼大的幫助，我們現在對所有的創

辦人了解得更多了。

[15]我們感謝義大利南提洛爾中央分會的慷慨和持續幫助，使國際總會能夠每年獎勵獲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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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後的訊息

5.1.不斷擴展的善會

自 1833 年聖雲先會創立以來，甚至自 1839 年國際總會成立以來，我們知道我

們的組織在質量和數量上都不斷增長。在這近 200 年的雲先同人故事中，聖雲先會

國際聯合會已經大大地擴展，也許連我們的創辦人都無法預見我們已經走了多遠

了。

目前，153 個地區成立善會，有 800,000 名會員、48,000個協會，5,000 個社會

工作單位和每天幫助 3000 萬人。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讓我們充滿自豪、喜悅

和巨大的社會責任感。在總會的網站上，呈現著關於 153 地區的訊息，其中有國家

會長的電子郵件地址、國家辦公室的完整地址和每個地點的統計數據，以及協會和

成員的數量。

在本屆國際總會的任期內，我很榮幸能夠擔任總會長這個重要的角色，聖雲先會的

擴展取得了重要的進展。自 2016 年以來，七個新的地區加入了聯盟：梵蒂岡

（Vatican City）、阿爾巴尼亞（Albania）、賽普勒斯（ Cyprus）、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利比亞（Liberia）、坦薩尼亞（Tanzania）和維德角（Cap

Verde）。還有 15 個國家被注意到，由於天主的恩寵具備成立協會的適當條件，包

含希臘和位於斯堪地那維亞半島（Greece and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的國家。所

有這些努力都透過 SSVP Plus 聖雲先會鴻圖大展計畫被包含在總會的策略計畫中。

在這五年的任期中，包括我們在過去兩年中經歷的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成立的協會

和分會總數打破了以往所有紀錄：有 3,000 個協會登記和 200 個機構建立。這些數字顯

示，儘管我們生活在黑暗的時刻，聖雲先會永遠都受到天主的祝佑，因為它是受到天主

的啟發：其成員的聖潔，以及對受苦者的仁慈，這對於一個組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5.2.文末謝忱

在此，我謹向總會理事會表示由衷的感謝，理事會由 12 名成員組成，是我在與

成員國協商後，考慮到每個人的形象、素質和優勢所選出來的。與理事會相同，大

約有 120 名成員屬於總會的各個部門、委員會、副會長、工作小組或代表團。而在

我們位於巴黎的國際辦公室，我們有七名高素質和經驗豐富的工作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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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要特別感謝組成我們聯盟的 153 個地區，我一直都對他們所有人表示感

謝。因為如果沒有工作人員、上級理事會和國際總部的支持，就不可能成就一名好

的總會長。這是團隊合作！

與往常一樣，我請求並需要整個國際文生團體的祈禱，因此我們能夠與國際策

略計畫和諧地共同完成總會推動的工作項目、計畫和倡議，以強化聖雲先會。如果

能繼續完成這個使命，我會很高興，我將履行我身為這「慈善神聖軍隊」隊長的職

責。

雷納托．利馬．歐禮華弟兄（Brother Renato Lima de Oliveira）
第 16 屆總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