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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通函 
 
 
  
 

2019 年一月 31 日發自巴黎 
 
  
 

致我親愛的兄弟姊妹、及在世界各地的聖雲先會協會成員之《通告書函》 
  
  
   

2019 年 - 拉馬謝年 
  
1. 前言 
  
  
願主耶穌基督備受讚美。 
 
 
致我親愛的兄弟姊妹、新的申請者、我們總部辦事處及工作單位的職員，親愛的協作者和志

願者、神師們、聖雲先會的朋友及國際聖雲先大家庭成員。 
 
 
我非常高興再一次向你們所有人、全球的兄弟姊妹、聖雲先會協會成員，發出這份通函，這

是我就任聖雲先會第 16 任國際總會長以來的第三次。在這 2019 年的通告書函中，我把國際

總會成立 180 周年紀念及國際年，獻給拉馬謝(Paul Lamache)，他是七位創會會祖的1「1」其

中一位。 
 
 

                                                           
1聖雲先會是在 1833 年四月 23 日在巴黎成立。首次會議的參加者為真福奧撒南 (Antoine-Frédéric Ozanam) 、白義

(Emmanuel-Joseph Bailly de Surcy)、克拉費 (Pierre-Emmanuel-Félix Clavé)、德浮 (Jules-François-Louis Devaux)、拉利

(François Lallier)、拉馬謝(Paul Lamache)和代揚迪(Pierre-Auguste Le Taillandier) – 這七位成員，組成我們統稱的「平權基

層組織」(‘collegiate foundation)。真福奧撒南是七位中最出色的那一位，但他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唯一的「會祖」(‘sole 

founder.’)，而他的宣聖程序，已接近完成階段。在很多國家內、聖雲先會是被認為是由真福奧撒南一手創立的；我們知道

這是對其他會祖並不公道。國際總會非常重視其他會祖的功績，例如舉辦「國際主題年」(‘International Themed Year’)項目

計劃；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學習有關所有由天主派遣的賢者的事蹟、意念、生平、著作及思想；他們在上主的聖意光照下，

知道如何去愛護窮人，決定要以身作則，並為建立一個更美好世界而追求成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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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41 年起，即我們的兄弟白義(Emmanuel Joseph Bailly de Surcy)發出首封通函起，歷任的

國際總會長，都有發出通函的習慣。自此以後，我們積聚不少由我前輩所寫下的珍貴書函，

它們的質素非常高，並在某方面，為聖雲先會建立一個非常珍貴的教條寶庫。我衷心期望這

封通函，會對國際雲先團體有所裨益；這是國際總會長寫這些字句的目的。 
 
由於篇幅相當長，我建議大家把這封書函，分成數段或不同的主題，並在聖雲先會協會的會

議中，每次讀出一小節。我非常期望收到你們對這封書函的內容的意見、批評和建議。請把

高見送到這專為收集你們的訊息而設的電郵地址：cgi.circularletter@gmail.com。 
 
我很高興提醒你們，在這 2019 年通函內的一些主題，都是來自協會的兄弟姊妹的建議，這

反映通告書函，實際上已到達所有協會，並在他們中間，基於我們在工作上的協作精神，作

廣泛的討論。多謝所有人，不單止是活躍會員，亦包括志願者、僱員、牧職團、天主教報章

、聖雲先會工作單位的協作者，對這份文件所提供非常出色的指導。 
 
我請你們在日常禱告中，特別是在協會的會議祈禱時，為某些人代禱。請為我祈禱；請為那

些樂意為協助我而在國際總會的國際事業內服務的聖雲先會會員祈禱；請為上級分會的會長

和理事會祈禱；請為聖雲先會領袖們祈禱，正如真福奧撒南2「2」所指，將會成為聖者。 
 
願天主在這世界的困難和困擾中解救我們，並願我們，在上主的聖名下，透過從事愛德工作

，首先在我們中間，繼而在受苦人士之間，宣揚信仰。這兩個聖雲先會的層次﹝會員之間的

情誼及與窮人的團結﹞，是聖雲先會會員的標誌，而我們向天主祈求，使我們永遠都在這正

途上行走，永不分裂，產生對立或糾紛。願我們實踐耶穌教訓我們的說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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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希望你們所有人都享受閱讀這 2019 年通函的樂趣。.  
  
2. 國際總會 
  
 
每天當我想起推舉我成為國際總會長的聖雲先會兄弟姊妹所托付給我這個重要角色的程度時

，我便感到我的不足、過錯和要面對管理一個涵蓋 155 地域、50,000 個協會和 800,000 位會

員的國際性的國際總會的龐大的挑戰。為只有一位國際總會長來說，這是一項龐大的責任；

這為甚麼我們是需要一個國際架構及一個由來自五大洲的男女、年青人和成年人所組成的平

權理事會，他們願意與我一同分擔這些責任及管理國際聯盟的責任。 
 
來自巴黎總部的協作者和職員的關懷支持，幫助我平穩領導聖雲先會直至我的任期完結為止

，並引入創新意念和改善，按照天主的聖意，將會在未來納入國際總會的日常工作流程。當

我們草擬年報時，我感到非常詫異見到國際聯盟，在上級分會、常任理事會、國際執行委員

會、「協約簽署國」(‘Concordat’)﹝向國際總會提供財政上支援的一些國家﹞及在國際總會

內的其他決策小組的支持下，產生眾多的佳績。每位在不同部門、諮詢組織、協調機構或其

                                                           
2節錄自名為《安東尼‧費德烈‧奧撒南：一位典範，一位值得效法的人》(‘Antônio Frederico Ozanam: um modelo, uma referência’)的書籍﹝由

嘉西亞(José Garcia)著作，在 2018 年在葡萄牙的波爾圖出版﹞ 

3  瑪爾谷福音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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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服務單位內工作的領袖，是非常投入並對在我們的國際策略規劃中所定下的目標，表現極

大的承諾。我們一同向前邁進，尋求在經濟上及人道資源方面的許可下，落實更多的項目計

劃。 
 
我希望在此凸顯本屆理事會定下的一張長項目清單，但說明必須要保持精簡，所以，我將會

在國際總會樂意去選擇的眾多其他創意項目中，選擇其中幾項，例如一般伸訴專員辦事處，

聖雲先會大展鴻圖項目計劃，重整被遺忘的七位會祖的往事﹝電影節和主題年﹞，奧撒南宣

聖程序，與聖教會建立良好關係，與國際組織交往及訂立協議的可行性，對青年人的全力支

持，國際性兄弟支援﹝補助計劃和國際援助及發展委員會﹞，更新培訓單元手冊，與雲先大

家庭建立密切關係。 
 
在 2019 年，當我們的任期達到一半時，並從每個上級分會所採用的良好實務中汲取經驗後

，我們希望在聖雲先會的國際行政方面，達致成熟的階段。在每次公事性質的官式訪問某個

國家時， 我都會增廣不少珍貴見聞，並把這些學到的改善方法，應用在國際層面上。例如

我最近的非洲訪問，提醒我可以用有限的資源去從事愛德工作，因為天主會賜予我們創意，

並鼓勵去服務窮人。我們可以從事愛德工作，縱使我們的口袋中連一文錢都沒有；善意勸導

、伸出援手及一句鼓勵的說話，都會為有需要人士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 44「4」。 
 
今年我們慶祝國際總會成立 180 周年5「5」。在這一年，在提議成立一個上級機構去照顧協

會的質與量6「6」發展時，我們將會發表數篇文章，供反思用材料及提供有關我們創會先驅

的了不起遠見的資料。這是國際總會如何誕生，從以前的董事局 蛻變出來。 
 
在這封書函內，我希望談及多些有關聖雲先會的四個策略性範疇：培訓、青年人、通訊、本

會的擴展。 
 
 
培訓為國際總會是如此重要，所以我們把它放在十項的策略性規劃中的第一位：「為所有會

員的持續性訓練。」為達致這目標，我們會增加一位負責教育和訓練的國際副總會長的職位

，由 12 位地域培訓代表協助，與國際地域副總會長作伙伴性合作。 國際總會把培訓視為在

聖雲先會內最優先處理的項目，為此原故，把它升格為一個全球性的架構去應對龐大的挑戰

。 
 

                                                           
4 這是奧撒南如何感激白義向那些大學生所提供有智慧的勸導，令他們成為聖雲先會的眾會祖。 「他們並沒有

太多的財政上的資源，但他們具有極大的熱誠」﹝奧撒南在 1834 年十一月 3 日致白義的書函﹞ 

5為確保聖雲先會在各大洲的發展，我們必須遵守會規和遵從七位會祖的意念，我們的先賢，在 1839 年七月 14
日的會議中，決定成立國際總會，作為在巴黎分會的一項擴展。這決定在 1839 年七月 21 日的全體同寅大會中

獲得確認。在當時，在巴黎市內只有 16 個協會，在巴黎市外則有 22 個。可是，國際總會的首次會議，只是在

稍後，即 1840 年十二月 27 日 ，才舉行。這資料是取自由. 羅范義(Matthieu Brejon de Lavergnée) 所著的《在十

九世紀內的聖雲先會》 

6白義在寫給他朋友古拉爵(Guéranger) 的信中﹝1833 年七月 5 日﹞，這樣寫：「這協會肯定有令人印象深刻的

成績，超過所有人的期望。」我們建議你們閱讀這本由曹爾偉 (Gérard Cholvy)所著的《費德力‧奧撒南：服務窮

人的智者》(“Frédéric Ozanam: an intellectual at the service of the poor”)的第 IV 章：愛德協會誕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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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成為聖雲先會的領導人後，我收到由前屆管理階層交來的一系列非常優秀的培訓單元，

編成「普世培訓手冊」我們現在把一些新主題加入國際培訓活動計劃，向各國提供最新及賦

趣味性的內容，以數種語言製作，加入更多的互動元素，但並沒有忽略我們會祖們 77「7」
所定下的規條。 
 
 
聖雲先會的另一優先處理項目是青年人。在國際總會的架構內，青年人是有發言權，受到特

殊的對待及扮演領導的角色。負責青年、兒童和青少年的國際副總會長一職，是一個已增設

的職位，並取得美好成績。我們揀選七月四日為國際青年日，以紀念真福馮撒泰(Pier George 
Frassati)，他是一位年青的意大利籍聖雲先會會員，因探訪有需要家庭而導致健康出現問題

，在 24 歲時回歸天鄉。 
 
 
國際總會在去年在西班牙的薩拉曼卡(Salamanca)，舉行聖雲先會第二屆國際聖雲先會青年會

議，再一次推動負責青年的國際副總會長一職的工作。在會議中，12 位新成員加入國際團

隊，支援國際總會制訂年青人策略。該會議是一個盛事，由國家代表顯示他們的力量、自願

和奉獻。在五年後，年青的聖雲先會領袖，將會在第三屆國際聖雲先會青年會議中再次會面

。 
 
國際總會全力支持年青聖雲先會會員、兒童、青少年和年輕成年人，因為我們清楚他們是本

會更新力量的來源。我們是值得給予他們更大的機會，讓來自不同上級分會的年青人，作彼

此之間的互相交流，以便他們可以分享良好實務、互相教學雙長。令人真正鼓舞是讓不同國

家的會員一起工作，發展對聖雲先會有益的創意，因為今天的青年人 8「88」將會成為明天

的聖雲先會領袖。 
 
我希望利用此機會，要求國際總會由他們的預算中，撥備小小款項作為青年活動經費。他們

在其他支出外，亦需要經費去舉辦招募會議，開設培訓課程，印製宣傳單張和製作引起興趣

的材料及國內公幹；這些資源對支援年青代表，是非常重要的。我多謝國際總會已落實這項

工作。 
 
為這原因，國際總會決定在 2019 年七月 4 日，在每個國家內，發起一項「聖雲先會為青年

特別捐款」的活動，所收集的款項，將會撥入「聖雲先會青年人基金」，由每個國家的上級

分會﹝或同等分會﹞自行管理。我深信兄弟姊妹的慷慨，將會籌到足夠款項去支援聖雲先會

的年青人的活動。多謝你們的支持！款項將會在 2019 年七月 1-7 日，或較早前收集。 
 
通訊亦是國際總會的另一主要項目。我們非常清楚，一個組織的成功主因，是有賴有效率的

通訊及全面的策略性規劃的兩者結合，而聖雲先會亦不例外。在這屆的管理方面，我們已採

取很大的步伐向前，而整個國際雲先團體，都希望國際總會對我們的通訊方式，作更進一步

                                                           
7這位國際總會長喜歡用「會祖」(founders)一詞，而不用「共創會者」(‘cofounders’)一詞，去表示全部七位先

賢在聖雲先會的歷史中，都佔有同樣的重要地位。 

8 「本會的主要目的，是要成立㇐個為年青天主教徒互相幫助的小組或機構，在其內他們建立友誼，彼此支持，立下芳表
及作為基督信徒家庭的典範」﹝內文刊自《平信徒》(“Laical”)㇐書的第三部份，由西班牙上級分會發行，內容包括禱文、
反思材料、神修誦讀及向聖母和其他聖人的呼求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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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化，特別是在發放活動計劃、項目計劃和在構思中的創新意念的消息。國際總會透過優

良的通訊渠道，令聖雲先會可以在全球的層面上，使運作更加暢順。 
 
位於馬德里的國際通訊團隊的表現非常出色，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非常滿意他們的工作。國

際網址已完成重新設計工作，現在變得更加有吸引力及賦教育性，並加入有關本會的歷史的

進一步資訊和全新文件；此外，其他的訓練材料，亦會在不久將來被加入其內。網址內的另

一新資源，是奧撒南網絡(OzanamNetwork)，用以收集來自國際總會和有聖雲先會存在的國

家內的消息。令人感到興趣的是讀者可以得知在全球的聖雲先會的工作，而電子雜誌則顯示

聖雲先會活動的高清圖片。 
 
我們剛剛推出了「七位會祖」(“The Seven Founders”)的電影節，提供有關聖雲先會歷史流程

的優秀錄像和影片的會員，將會獲得嘉獎。獎品將會在 2019 年九月頒發，到時我們希望可

以收集到很多的參賽影音作品。電影節是我們慶祝國際總會成立 180 周年的其中一項創意活

動。參賽規則訂明 2019 年五月 15 日為截止收件日期。 
 
在 2019 年六月，國際總會將會在葡萄牙的波爾圖(Porto)舉行全體大會，到時將會在會議中

，首次推介「七位會祖」(“The Seven Founders”)歌，進一步強調聖雲先會在成立時的平權特

徵，我深信這歌曲將會非常震撼，日後將會在所有聖雲先會的活動中播放。 
 
在 1999 年通過設計，並自 2001 年開始使用的國際標誌，是我們在通訊上及團結上的一個強

而有力的工具。國際總會剛剛批准對設計作些少的現代化修改，令在藍色的圓圈外，可以加

上國家的稱號。這是在我們每次探訪地方時所收到的一般投訴，而我們現在已找到解決方法

。「國際標誌使用手冊」，將會很快派發給大家，而我們期望所有國家，都會遵守使用指示

和所訂下的標準。使用、維護及宣揚我們的標誌，是團結的最佳象徵，而最重要的是它顯示

我們對「愛的架構」的尊重，是在聖雲先會內人性化關係的主要特徵。 
 
在 2019 年，我們計劃推出一套全新的聖雲先會國際性架構的錄像。現有的錄像，是在 2013
年製作，是時候需要更新，因為生命是充滿活力及統計數字要定時更新。全新一輯的錄像，

亦需要向不同觀眾介紹聖雲先會，例如商業機構、聖教會、施惠者、政府、在其他社會團體

內的不同慈善個體。它將會是一輯短片，片長不超過五分鐘，內有圖像、彩色片段和歌曲。

它是以數種語言灌錄，而我們希望它對整個聖雲先會都非常有用。 
 
如果要這一切努力都得到回報，是有賴上級分會幫助推動由國際總會所發放的消息、文章、

通告書函和供反思用材料。這種伙伴關係非常重要，而在一切之上，它凸顯我們與巴黎的連

繫和我們會祖的遺訓。 
 
透過「聖雲先會大展鴻圖項目計劃」(SSVP Plus Project)而進行的聖雲先會擴展工作，是本會

幹事的另一項成果。我們已重新調整項目計劃的結構，指定一位新經理人，並在年度的預算

中，預留適當經費令在我們的國際愛德網絡中，每年至少增加五個新國家。我們已把利比利

亞(Liberia) 、塞浦路斯(Cyprus)和阿爾巴尼亞(Albania)包括在考慮之列，而我們亦打算伸展

到新的地區，例如加蓬 (Gabon) 、摩洛哥 (Morocco)、佛得角 (Cape Verde)、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希臘(Greece)，在此只提及一些國家。多謝上級分會在過去對國際總會在

本會的發展上所給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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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愛的 12 位國際地域副總會長，在落實聖雲先會大展鴻圖項目計劃中是非常重要，因為

他們會為聖雲先會的擴展尋求機會。在 2019 年，我將會非常投入這項目計劃，與地域副總

會長一同視察心目中將會擴展的國家。 
 
我亦樂意報告已設立「在希望中的愛德」獎章，它是聖雲先會國際聯盟對其他機構作公開表

示認同的一種方法；獎章是頒授給提供有關人道和社會服務，特別是對有需要的國家給予援

手，的機構。在 2018 年，扶輪會(Rotary Club)獲頒授這項獎章。上級分會可以在 2019 年二

月 28 日前，向國際總會推薦合適機構，供本會考慮是否會在 2019 年頒授獎章給他們。 
  
3. 向聖雲先會會員的建議 
  
賴天主的恩賜，我可以訪問世界各地，代表國際總會，誠心向所有聖雲先會員宣揚和平、愛

德和團結的信息。在我的旅程中，我見到不少非凡的工作，表示聖雲先會是如何為建立一個

更美好的基督宗教世界，作出有效的貢獻。我見證在兄弟姊妹中不少的聖德表樣，給我們帶

來極大的喜樂，因為這些人正尋求甚麼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們透過履行我們必須把希望和救

贖帶給天主子民的使命，聖化自己，在社群中成聖他人。 
 
另一方面，我亦見到一些我們必須要避免的行為和態度，因為它們會令我們遠離天主，導致

在靈修上的敗壞。正如我們所知，聖雲先會工作的終極成果，就是我們會員的聖化，因此，

我在世界某些地方所觀察得到的不良情況，必須要絕對消滅。 
 
聖雲先會會員必須成為世界之光。正如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曾經說過，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

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 照耀屋中所有的人。聖雲先會會員必須不要害怕為信仰作見證，

亦必須不要害羞或靜靜地去實踐這份宗徒事業。我們是獲天主召叫成為「地上的鹽及世界之

光」9「99」，作為平信徒 10「1010」的責任，以便在你們周圍的人，在見到你們的表樣，亦

能見到基督的聖容，聖母瑪利亞的甘貽樣貌，聖雲先的慈詳面孔和奧撒南與其他會祖的生活

方式。如果我們照此生活，我們便真正成為弱勢社群的光明，因為它是家庭、福音和愛德的

價值觀。 
  
 聖雲先會會員必須成為包容的表樣。在我們這個的不均社會 11「1111」內，聖雲先會會員是

賦有一份新的重要性，因此，在表現我們身份的傳統特徵的同時，我們亦需要另外加入五個

                                                           
9  瑪竇福音 5:13-15 

 

10「因此，我們必須要以它的價值觀和問題，它的渴求和希望，它的成功與失敗，去面對這世界。這是平信徒被召叫去實踐他們使命的範疇。耶穌希

望我們成為地上的鹽，世界之光。讓我們亦考慮在今天人類所受到的多種困擾：意識形態、經濟力量、非人道的政治制度、科學科

技的虛幻、社會傳播媒體的泛濫」﹝宗座勸諭《平信徒的基督信仰》 (“Christifideles Laici”) – 在聖教會內及在世界中平信徒的天職和使命，

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出﹞ 

 

11當我們談及社會不均時，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提及天主教社會訓導(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CST))是對這情況的一種實質回應，正如奧撒

南的教導亦一樣。聖教會鼓勵平信徒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成為天主教社會訓導的積極參與者，不單止是在福傳方面，而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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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包容﹝在這自私和不妥協的世界﹞、忍耐﹝在我們步伐快速、焦慮的社會﹞、良好幽

默﹝在不快樂、分裂的社會環境﹞、窩心﹝在這個個人主義、追求虛榮和競爭的世界﹞、及

一個笑臉﹝在不人性化和悲傷的環境﹞。這些情況，與聖雲先會的價值觀 12「1212」一起，

成為令我們可以對所有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有需要人士 13「1313」，給予更大的尊重及提供更

佳服務的主要因素。 
 
聖雲先會會員必須是無條件的非遵奉者﹝非盲從附和者﹞。我在這裡用上「非遵奉者」﹝非

盲從附和者﹞這詞語，表示挑戰性社會的一個含意，有時必會成為所有聖雲先會會員的一個

關注點。當我們極力維護生命、信仰和福音時，我們是不可能與社會妥協，或接受它的原則

。在難民和移民的情況下，聖雲先會會員是永遠都不可以對他們的痛苦漠不關心，並永不可

以支持那些不能解決問題但會引發更多障礙和擴大激進主義的政府決策。世界是需要和平，

而聖雲先會的訊息，正正就是朝著這方向，強化和平的文化 14「1414」。 
 
我們亦不可以無聲地接受對基督信徒價值觀的攻擊，無論是在媒體中，在學校內，及由政棍

所提出擁護一個與耶穌基督所提倡的理念完全相反的世界觀 。在此，我們最了不起的芳表

是奧撒南 15「1515」，他回應天主的召叫去維護聖教會及信仰。 
 
我們必須是福音的先驅，要以尊重和全程投入去對待那些受苦者，但亦要譴責所有形式的罪

惡、人類之間的排擠和隔離。今天，全球都充滿極端主義和變數，因而在人之中產生恐懼和

憤怒。我們需要心靈上的更大平安。很遺憾地，表現這種恐怖潮流的社會狀況，已引起極大

和不斷增加的關注。今天的問題，例如對難民決乏愛德、防礙有利他人行為的自私，傷害沒

有自衛能力的人的恐怖主義，及墮胎 16「1616」和縮短生命的安樂死；所有聖雲先會會員，

都必須向它們宣戰，以便我們可以提供另一種方法，去見證基督對人類的救贖訊息。 

                                                                                                                                                                                                 
，在我們的人際關係上。聖雲先會會員，由於他們在社會事務上的參與及他們對現實生活的廣泛了解，是最佳人選去見證

、體驗及宣揚天主教社會訓導。 

 

12這五種美德為：簡樸、謙虛、自我克制、溫良、宗徒般的熱誠，正如聖雲先本人所教導的。這些都是聖雲先會員所必須

具備的美德。幫助有需要者必須具備對聖雲先美德的絕對承諾，表現真正的愛心及對不幸人士的尊重。我建議你們閱讀聖

雲先會會規，因為它包含有關聖雲先美德的重要建議。 

13在 1837 年八月的書函中，秘書長拉利(François Lallier)把這些美德的其中幾項，向聖雲先會會員推薦，特別是強調溫和的

重要性。 

 

14若望福音 14:27：「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你心裏不要煩

亂，也不要膽怯。」 

 

15我們建議你們閱讀《安多尼‧費德力‧奧撒南》(“Antoine Frédéric Ozanam”)一書，它是由我們在美國印弟安納州的會友史建

嘉 (Raymond Sickinger)在 2017 年所寫的。書中的第十章﹝僕人領袖﹞(servant leadership)，解釋奧撒南是如何把他的表樣和

生命，建基於耶穌和聖雲先。 

 

16在 2018 年五月 3 日, ，國際總會在它的網頁內，發表「聖雲先會對生命的維護的官式宣言」(“Official Declaration of the 

SSVP to Support Life”)。內文強調：「我們不會接受傷害生命的辯論、威脅和機制！」如果我們承認有權去殺人，特別是最

無助和最無辜的一群，則我們並不能建立一個和平和繁榮的正義社會。它永不能成為我們用來維護、接受、容忍和妥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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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雲先會會員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永遠都要有愛德。我們大家都不一樣，我們有不同的文

化，不同的意見；這是很自然的並應該加以理解。但當面對窮人時，我們必須採取一個意見

統一的態度，利用聖雲先會的價值觀作為我們的基礎，去尋求團結並解決紛爭。我們不能亦

不可以以世界的價值觀作為基礎來服務。我們必須要與人不同，特別是在我們之間。讓我們

避免在聖雲先會內，在雲先大家庭內，在牧職團內，出現任何紛爭，因為這些表現都非來自

天主。愛德必須在我們的人際、專業圈、家庭及教會的關係上，凌駕一切。只要每個人都能

夠帶來美好的事物和加入價值觀，在聖雲先會內每位都有立足的空間。如果任何聖雲先會會

員處於困難時刻，他/她亦可獲得幫助，而我們將會加強「愛德的第二網絡」，這是當我寫

信給你們時經常都會提及的。 
 
聖雲先會會員必須尋求成聖自己。成聖是所有聖雲先會會員的中心目標。首先，聖雲先會會

員必須透過勤領聖事並遵守十誡，積極參與聖教會的活動，及在日上生活中多些祈禱，去尋

求聖化自己。透過這些價值觀和適當的訓練，聖雲先會會員將會把愛德工作做得更好。因此

，讓我們永遠都尋求聖德，雖然我們知道它是一個很難達成的複雜事情，因為我們是罪人、

不完美、虛榮、自私和忘恩；而這些缺點是在我們的成聖路上的絆腳石 17「1717」。 
 
我亦希望向面對個人困難情況的兄弟姊妹致送一個特殊的訊息。我們是不能完全避免問題的

出現，例如金錢債務、家人患病、失業、教育事件、家庭問題、抑鬱或其他疾病。很多這些

事情，亦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是凡人，因此，我們都會受到同樣的罪惡和痛苦所影

響，正如其他人一樣。聖雲先會會員對該等痛苦、失望、絕望、被出賣、傷害、漠不關心及

世界的欺騙都不能幸免。在工作崗位上，聖雲先會會員會面對很多阻滯。並在與自己的孩子

、兄弟姊妹交往時，往往都會涉及吸毒、青春期的反叛、誤交損友及年青人缺乏美好前景的

情況。 
 
我們並不能避開所有這些情況！但不同之處是我們有能力去面對這些負面情況，因為我們不

單止有護守天使守護，亦特別有由聖雲先和他的「好的軍隊」、我們的七位會祖、真福蘭何

撒里修女(Rosalie Rendu)、馬連歷 (Louise de Marillac)、李沛域 (Jean-Leon Le Prevost)、及其

他幫助我們並在天主面前為我們轉禱的人，所領導的「聖雲先精神軍隊」陪同。我們並非孤

獨無援，而天主定不會放棄我們。對所有面對該等情況的聖雲先會會員，我向他們致以衷心

的希望、平安和信心的訊息。 
 
我想告訴你們有關祈禱、聖事和積極參與聖雲先會靈修生活的重要性。我曾經見過非常積極

的聖雲先會會員，努力工作向有需要人士提供一切實質援助。但這些社會性的活躍態度，並

不經常都會與令我們透過愛德事業與耶穌在一起的宗教性實務有所關連。協會是祈禱 18「

                                                                                                                                                                                                 
藉口。我們亦相信，在這種思維上，是沒有意見一致或合理化的空間。沒有一個個體 – 國家、政府系統、及非宗教性活躍

小組 – 是可以否定所有人都有生存權利的想法。作為聖雲先會會員，我們是生命的永遠及不會言棄的維護者！作為一個民

間的平信徒組織，對天主神國的虔誠和承諾，是我們不可拒絕的一項工作。 

 

17在 ﹝宗座勸諭《平信徒的基督信仰》– 在聖教會內及在世界中平信徒的天職和使命 - 的第 16 段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巧

妙地談及有關聖德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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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信仰、宗教生活、友誼的場所。我們絕不可以存有只把協會局限於向窮人提供社會

服務的營運中心的單一概念。在世界很多地方，對日常生活上的基本需要，是有極大的需求

，這是很容易理解為甚麼聖雲先會協會採取一個較傾向物質的取態；可是，不同種類的需要

，是必須要有各種各樣和有創意的支援，包括對該等需要的更廣闊視野。 
 
我們必須返回我們的起源，並在與我們向有需要人士提供社會服務掛鉤時，我們必須維持及

加強我們自己的重要條件，正如我們的七位會祖，基於「聖德與愛德」及聖教會的社會訓導
19「1919」兩者的結合所教導我們的。拋離我們會祖的訓導愈遠，則我們只會愈來愈變成一

個龐大的非政府組織(NGO) ，只提供社會服務，而的確，我們將會遠離我們的身分和聖雲先

的神恩。有時，我會被在我外訪某些國家內的人們所提出的問題感到詫異。我明白大部份這

些問題，都是出於對良好的基督信仰和聖雲先基礎的缺乏認識。因此，我強烈要求在全世界

的所有聖雲先會協會，在把新會員納入活躍會員名單前，向他們提供適當的訓練。請不要急

於接受新會員加入聖雲先會協會，他們是需要時間去學習有關我們的價值觀，並學習愛護及

遵從它們。 
 
我在這份向全世界所有聖雲先會會員發出的 2019 年的通函內的最後一項建議，是有關教育

「2020」。作為聖雲先會會員，我們已自聖雲先會創立以來，在眾多的前線和不同的領域上

，工作差不多 200 年，特別是在應對物質的貧乏上，因為它是由根深締固的經濟和社會原因

所引發的。我們亦幫助人們在其他形式的貧乏上，特別是在靈修、地理和存在主義的貧乏「

2121」上，例如、憂鬱、孤獨、偏見、移民、毒品、環境的破壞和城市暴力，它們加重在今

天社會內所面對的龐大挑戰。 
 
這些工作範疇仍然尚未被聖雲先會協會所發掘，因為兄弟姊妹們未必經常都有適當的訓練、

具足夠經驗和技能去應付這些需求。政府、民間團體，國際機構，非政府組織及聖教會本身

                                                           
18在由法籍會友范凱迪 (Christian Verheyde )所著的《與奧撒南一起祈禱 15 天》(“Praying for 15 Days with Frédéric 

Ozanam,”)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祈禱往往都是協會生活中的最重要環節，接著便是從事善工。「在首次會議中，祈禱已一

早被納入議程內，而今天，在每次開會時，它都會保守著協會：感謝天主對祈禱的回應，為我們所支援的家庭祈禱，敬拜

領導我們及我們感到祂是與我們同在的天主。但禱告必須要以物質、愛心和有效的支援來互補。沒有行動的祈禱或沒有祈

禱的行動，兩者都是行不通的。」 

 

19一份最能引起興趣有關奧撒南與聖教會的社會訓導之間的關係的刊物，就是《費德力‧奧撒南：他的多重面孔》(“Frédéric 

Ozanam: his multiple faces)一書，由在哥倫比亞麥德林的聖雲先會培訓部發行。在 1891 年由教宗良 XIII世發表的《新事物

通諭》(“Rerum Novarum) 、提及奧撒南對「不公義、不均等、勞工尊嚴、合理薪酬、合理稅制、資產擁有權和減輕弱勢社

群的痛苦的理念」﹝第七章﹞。 

 

20在 1928 年，國際總會發表一份文件，名為《新協會的培訓與教育》(“Training of New Conferences and Education”)；它提

及聖雲先會協會，在這個主題上所能夠做到的可行工作。該小冊子亦包含在招募新聖雲先會會員時的一些貼士，不同類形

的愛德工作，協會的人力和經濟上的資源，協會的運作及兄弟姊妹間的堅持。我建議閱讀這本有用兼內容多元化的書籍。 

 

21請閱讀教宗方濟各為世界青年日(2014)所發表的講話，它是在 2014 年的聖枝主日上舉行的；其主題為「神貧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竇福音 5:3﹞。在該講話中，宗座解釋耶穌是如何更新祂對我們每一位要成為傳教門徒的召叫

，他告訴我們必須要知道如何去 「與居住在最偏遠荒蕪地方的人和邊緣人士分享我們生命中的最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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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數世紀內，努力減輕貧窮對世界的影響 22「2222」，但都未能結出看得到的成果，只

能在這裏和那裏舉辦一些舒減的活動計劃。挑戰是龐大的，而我們並不經常都會獲得那些擁

有資源的人士的支持；相反，他們在自私自利中封閉自己。因此，聖雲先會必須與那些能夠

在這種提供困難社會服務 23「2323」的社會機構，簽署合作協議及建立跨組織機構幫助我們

。 
 
最近一份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所發表的報告 24「2424」指出，世上的窮人

數目(15 億)是可以減半，如果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完成高中(15 至 17 歲的年青人)教育.。它似

乎是一個簡單的內容，但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的教育程度能減低貧窮。即使他或許只會活

在簡樸的經濟條件下，但永不感到悲傷。當人們接受良好教育後，他們會走出貧窮的圈子，

並可以為自己和家人找到一個新的遠景。 
 
聯合國科文教組織的邏輯，與聖雲先會和雲先大家庭的抱負相乎，即是，如何消除世間的貧

窮：透過系統性改變。我認為大家都知道這一點，但在「知道」與「解決問題」之間，是存

在一條很闊的鴻溝。大部份世上的國家，都已經走出貧窮困局 – 很多都曾經經歷過自然災害

或可怕戰爭 – 已經能夠向他們的公民提供優質的教育，由幼兒班至大學課程。 
 
其中一項聖雲先會協會或愛德事業所能做到的最高尚行動，是令我們所幫助的人，都能夠接

受教育。我所指的並非只是購買學習用品、校服或鞋，而最重要的是提供教育機會，它涉及

額外的經費，例如語言班、體育和文化活動、社區活動，還有其他的項目。我們的聖雲先會

會員的承諾，不應該只提供基本的人類需要，而最重要的是令我們的朋友，能夠發揮他們的

全部潛能。這種方法，令協會將會更加有效用，而不只是派發食物或其他物質上的東西。 
 
 
我認為是值得引用《貧窮的原因》一文內的某些選段，它是由奧撒南在 1848 年為《新時代

》報章所撰的文章。他把教育視為消滅貧窮鏈的一種實質方法。他提倡除了向居住在巴黎的

窮人提供社區餐外，亦應該包括開辦學習班，以便那些窮人「將會令他們的家變得更光明和

美好。」在另外一段，奧撒南提倡在法國的首都內，開辦夜學、主日學和「藝術和文化中心

」。 
 
教育可以改變世界，亦可以減少貧窮，正如聯合國科文教組織所宣認的。我們應該把這份真

理，納入聖雲先會的日常生活中，藉此，我們將會改善我們協會的工作，以便可以更佳地服

                                                           
22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在今天(2018)，全世界共有 150 億人被界定為窮人，而其中 900 百萬人，正因衝突、疾病、旱災、失

業及其他問題而面對將會墮入貧窮線的危機，此外，在世界上活於貧窮狀況的人口，有半數是在 18 歲以下。根據世界銀行

的估算，如果要在 2030 年消滅極度貧窮，所有國家都應該在健康和教育上，加大投資。聯合國都會把每年的十月 17 日，

定為「國際消除貧窮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宣揚對該主題的反思，正如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把十一月 18 日定為「世界貧窮日」(“World Day of the Poor”)一樣。 

 

23名為《奧撒南與社會保障的問題 XIX》﹝“Ozanam e a questão social do século XIX”﹞一書，﹝由 桂爾諾 (Álvaro Queiroz)

所著，在 2018 年在巴西的馬塞約(Maceió)出版﹞ 

 

24網址：http://uis.unesco.org/en/news/world-poverty-could-be-cut-half-if-all-adults-completed-secondar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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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世上的受苦人士。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會比這件事情更為重要。我們要自問，我們為那些正

接受聖雲先會協會幫助的人在改善教育方面，曾經做過些甚麼工作呢？ 
  
4. 國際拉馬謝主題年 
  
作為第 16 任國際總會長，我非常高興宣佈，2019 年為國際拉馬謝主題年(INTERNATIONAL 
THEMATIC YEAR OF PAUL LAMACHE)，他是七位好友之一，在 1833 年，共同創立我們

可愛的聖雲先會。 
 
正如 2017 年為白義主題年及 2018 年為拉利主題年，兩者都是盛事，它鼓勵及啟迪在全世界

聖雲先會的所有會員，現在是時候去進一步學習有關拉馬謝的事蹟。 
 
在 2019 年二月 8 日，國際總會將會舉辦第三屆國際文學比賽，題目為「首個協會 – 保祿‧拉
馬謝」(“The First Conference - Paul Lamache.”)。介紹有關拉馬謝的個人、專業、聖雲先會和

家庭生活的嶄新或鮮為人知的事蹟，或凸顯他對首個協會及聖雲先會在全世界的擴展的優秀

文章，將會獲考慮給予獎項。 
 
保祿‧拉馬謝(1810-1892)是七位會祖中最長壽的一位。拉馬謝是生於在諾曼第(Normandy)一
條名為 Saint-Pierre-Eglise 的村莊，位於法國北部，距離巴黎約 350 公里。他來自農夫及服侍

當地貴族為管家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醫生兼該鎮的鎮長。 
 
他後來移居巴黎，並在巴黎大學文學院(Sorbonne)攻讀法律，正如奧撒南和其他會祖一樣。

在 1832 年，他遇到奧撒南，並參加「歷史協會」為會員，在討論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他為

當時的不同雜誌和其他媒體寫過不少文章，並在時事議題上非常大膽發聲。他是首位天主教

作者堅決地及公開地宣佈自己是反對奴隸制度和說出它對人類的禍害。 
 
在完成法律課程後，拉馬謝在 1844 年迎娶鄧妣仙(Henriette Lebon d’Humbersin)。他們育有

五名子女：保祿(Paul)、阿大倫德 (Adrienne)、 亨利(Henri)、 理奧(Léonie), 和瑪利亞(Marie)
。 
 
拉馬謝亦是在教育方面的一位學者，並積極地參與活動去宣揚教學和教育質素的重要性，維

護在學校內舉辦宗教教育。 
 
他的學術成就令人羨慕：北海岸學院(Academy of Côtes-du-Nord)的院長、在斯特拉斯堡大學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擔任羅馬法教授、在法國的波爾多(Bordeaux)和格諾堡(Grenoble)的
兩個城市，擔任行政法教授。他的政治性-組織性意見，表示他是強烈反對任何剝削窮人的

社會權益的新法例。 
 
在 1848 年的法國大革命中，他是國家衛隊的成員，正如奧撒南和第三任國際總會長鮑頓

(Adolphe Baudon)及其他眾多聖雲先會會員一樣。拉馬謝、蘭何撒里(Rosalie Rendu) 、拉利

(François Lallier)和奧撒南都獲頒授「法國國家勳章」(Legion of Honour) 的榮銜。拉馬謝是

在格諾堡去世，享年 82 歲。他是七位會祖中最遲逝世的一位。 
 
有了這一部充滿歷程的傳記，國際總會相信即將舉行的國際比賽：「首個協會 – 保祿‧拉馬

謝」(“The First Conference - Paul Lamache”)，將會像為他的前輩而舉辦的比賽，並把獎項頒

發給來自世界各地的聖雲先會會員，一樣成功。這正是我們所期待的：進一步學習有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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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會祖的生平和工作、他們的優點、德行和不足之處。這是在這屆國際總會任期內所希望達

成的主要目標的其中一項。 
 
根據將會在未來數週在國際總會網頁內發表的比賽規則(www.ssvpglobal.org)，它是與 2017
和 2018 年的比賽規則非常相似，即現金獎 25「2525」將會頒發給得獎作者和他/她所屬協會

。我們肯定充滿有趣事實和有關拉馬謝這位在聖雲先會歷史中是如此重要的會祖的詳細生平

的文章的學術水準，將會是與有關白義和拉利的作品，同樣優秀。 
 
我誠邀所有上級分會，發表專注於拉馬謝在聖雲先會的創立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文章

和反思材料，鼓勵發展有關他的生平和工作的研究，探討個人、專業、學術上的成就和他作

為聖雲先會會員的軼事，並幫助國際總會成功舉辦 2019 國際主題年。 
  
我亦要求各位，在 2019 年十二月 8 日，即國際拉馬謝主題年的結束當日，在全世界為聖雲

先會眾會祖，特別是拉馬謝，奉獻彌撒。透過此方法，國際總會現屆理事將會努力工作，讓

世人更深刻認識、愛護和仰慕這七位會祖，因為聖雲先會的創立，是一種平權行動，而全部

七位「創會父老」，在新誕生的善會的歷史中，都是同樣重要。 
  
5.結論 
  
 
親愛的聖雲先會會員，這通告書函，是一份由國際總會長直接寫給兄弟姊妹們的文件，包含

他的思維和對聖雲先會的實務的反思，提出改革建議及更新我們的取態。 
 
 
我們要時不時重新評估我們的行動，向前思考及調整我們的策略，這是我們值得去做的事情

。為幫助進行這程序，我提議會員們應該回答下列的五條問題，這會幫助他們改善協會和分

會的運作和他們有關的工作： 
  
甲） 我們在聖雲先會內需要停止那些行為呢？ 
乙）我們需要繼續去做甚麼工作才能延續我們的愛德使命呢？ 
?丙）在完成這份評估後，我們需要從新開始去做那些工作才能提升我們的聖雲先會有效性

呢? 
丁）我們需要在某方面多做些工作呢？ 
戉）而最後，我們需要在某些範疇上減少工作呢？ 
  
我確信如果我們在心中及在協會的會議內反思這些議題，我們定會把我們的精力和能量，投

放在正確的方向，即是，投放在改善聖雲先會為受苦者所幹的工作：屬於天主的窮人。 
 
我們所有人，21 世紀的聖雲先會會員，需要明白我們與天主在一起時所做的工作，無論是

幾不起眼，都是非常有效的，並已為面對某種困難的人們，產生重大的成果，不單止是在物

質方面，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採用不同種類的愛德，去應付新類型的需求，例如以各種

方式去照顧老年人、吸毒者、難民、被遺棄人士和孤兒。 

                                                           
25我們多謝意大利的南蒂羅林 (South Tyrol)中央分會，慷慨及持續地以金錢支助，令國際總會可以每年都頒發這項現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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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回應這些新挑戰，我們亦需要因應當今的世界而設立更現代化和較活力的聖雲先會培

訓。 
 
要堅持你們在全世界所幹的非凡工作！我偕同耶穌和聖母、聖雲先和真福奧撒南，對你們的

關注，表示謝意。願 2019 年對聖雲先會協會是一個充滿成就的一年。謹送上我對你們的手

足之情，永遠都在希望中侍奉。 
 
    
Brother Renato Lima de Oliveira 

歐禮華兄弟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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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雲先會是在 1833 年四月 23 日在巴黎成立。首次會議的參加者為真福奧撒南(Antoine-Frédéric 

Ozanam) 、白義(Emmanuel-Joseph Bailly de Surcy)、克拉費(Pierre-Emmanuel-Félix Clavé)、德浮(Jules-

François-Louis Devaux)、拉利(François Lallier)、拉馬謝(Paul Lamache)和代揚迪(Pierre-Auguste Le 

Taillandier) – 這七位成員，組成我們統稱的「平權基層組織」(‘collegiate foundation)。真福奧撒南是七
位中最出色的那一位，但他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唯一的「會祖」(‘sole founder.’)，而他的宣聖程序，已
接近完成階段。在很多國家內、聖雲先會是被認為是由真福奧撒南一手創立的；我們知道這是對其他
會祖並不公道。國際總會非常重視其他會祖的功績，例如舉辦「國際主題年」(‘International Themed 

Year’)項目計劃；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學習有關所有由天主派遣的賢者的事蹟、意念、
生平、著作及思想；他們在上主的聖意光照下，知道如何去愛護窮人，決定要以身作則，並為建立一
個更美好世界而追求成聖自己。 

2節錄自名為《安東尼‧費德烈‧奧撒南：一位典範，一位值得效法的人》(‘Antônio Frederico Ozanam: um 

modelo, uma referência’)的書籍﹝由嘉西亞(José Garcia)著作，在 2018年在葡萄牙的波爾圖出版﹞ 

3瑪爾谷福音 9:35 

4這是奧撒南如何感激白義向那些大學生所提供有智慧的勸導，令他們成為聖雲先會的眾會祖。 「他
們並沒有太多的財政上的資源，但他們具有極大的熱誠」﹝奧撒南在 1834 年十一月 3 日致白義的書
函﹞ 

5為確保聖雲先會在各大洲的發展，我們必須遵守會規和遵從七位會祖的意念，我們的先賢，在 1839

年七月 14 日的會議中，決定成立國際總會，作為在巴黎分會的一項擴展。這決定在 1839 年七月 21

日的全體同寅大會中獲得確認。在當時，在巴黎市內只有 16 個協會，在巴黎市外則有 22個。可是，

國際總會的首次會議，只是在稍後，即 1840 年十二月 27 日 ，才舉行。這資料是取自由. 羅范義

(Matthieu Brejon de Lavergnée) 所著的《在十九世紀內的聖雲先會》 

6白義在寫給他朋友古拉爵(Guéranger) 的信中﹝1833年七月 5 日﹞，這樣寫：「這協會肯定有令人印象深

刻的成績，超過所有人的期望。」我們建議你們閱讀這本由曹爾偉 (Gérard Cholvy)所著的《費德力‧奧撒南

：服務窮人的智者》(“Frédéric Ozanam: an intellectual at the service of the poor”)的第 IV章：愛德協會誕生的過程。 

7這位國際總會⾧喜歡用「會祖」(founders)一詞，而不用「共創會者」(‘cofounders’)一詞，去表示全部七位先賢

在聖雲先會的歷史中，都佔有同樣的重要地位。 

8.「本會的主要目的，是要成立一個為年青天主教徒互相幫助的小組或機構，在其內他們建立友誼，
彼此支持，立下芳表及作為基督信徒家庭的典範」﹝內文刊自《平信徒》(“Laical”)一書的第三部份，由西
班牙上級分會發行，內容包括禱文、反思材料、神修誦讀及向聖母和其他聖人的呼求禱文﹞。 



 
第 16 任國際總會長  

 

 

 

9瑪竇福音 5:13-15 

10「因此，我們必須要以它的價值觀和問題，它的渴求和希望，它的成功與失敗，去面對這世界。這是
平信徒被召叫去實踐他們使命的範疇。耶穌希望我們成為地上的鹽，世界之光。讓我們亦考慮在今天
人類所受到的多種困擾：意識形態、經濟力量、非人道的政治制度、科學科技的虛幻、社會傳播媒體的
泛濫」﹝宗座勸諭《平信徒的基督信仰》 (“Christifideles Laici”) – 在聖教會內及在世界中平信徒的天職
和使命，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出﹞ 

11當我們談及社會不均時，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提及天主教社會訓導(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CST))

是對這情況的一種實質回應，正如奧撒南的教導亦一樣。聖教會鼓勵平信徒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成

為天主教社會訓導的積極參與者，不單止是在福傳方面，而最重要的是，在我們的人際關係上。聖雲

先會會員，由於他們在社會事務上的參與及他們對現實生活的廣泛了解，是最佳人選去見證、體驗及

宣揚天主教社會訓導。 

12這五種美德為：簡樸、謙虛、自我克制、溫良、宗徒般的熱誠，正如聖雲先本人所教導的。這些都是
聖雲先會員所必須具備的美德。幫助有需要者必須具備對聖雲先美德的絕對承諾，表現真正的愛心及
對不幸人士的尊重。我建議你們閱讀聖雲先會會規，因為它包含有關聖雲先美德的重要建議。 

13在 1837年八月的書函中，秘書⾧拉利(François Lallier)把這些美德的其中幾項，向聖雲先會會員推

薦，特別是強調溫和的重要性。 

14若望福音 14:27：「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賜
的㇐樣。你心裏不要煩亂，也不要膽怯。」 

15我們建議你們閱讀《安多尼‧費德力‧奧撒南》(“Antoine Frédéric Ozanam”)一書，它是由我們在美國印
弟安納州的會友史建嘉 (Raymond Sickinger)在 2017 年所寫的。書中的第十章﹝僕人領袖﹞(servant 

leadership)，解釋奧撒南是如何把他的表樣和生命，建基於耶穌和聖雲先。 

16 在 2018 年五月 3 日, ，國際總會在它的網頁內，發表「聖雲先會對生命的維護的官式宣言」
(“Official Declaration of the SSVP to Support Life”)。內文強調：「我們不會接受傷害生命的辯論、威
脅和機制！」如果我們承認有權去殺人，特別是最無助和最無辜的㇐群，則我們並不能建立㇐個和
平和繁榮的正義社會。它永不能成為我們用來維護、接受、容忍和妥協的藉口。我們亦相信，在這
種思維上，是沒有意見㇐致或合理化的空間。沒有㇐個個體 – 國家、政府系統、及非宗教性活躍小
組 – 是可以否定所有人都有生存權利的想法。作為聖雲先會會員，我們是生命的永遠及不會言棄的
維護者！作為㇐個民間的平信徒組織，對天主神國的虔誠和承諾，是我們不可拒絕的㇐項工作。 

17在 ﹝宗座勸諭《平信徒的基督信仰》– 在聖教會內及在世界中平信徒的天職和使命 - 的第 16 段中，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巧妙地談及有關聖德一事。 

18 在由法籍會友范凱迪 (Christian Verheyde )所著的《與奧撒南一起祈禱 15天》(“Praying for 15 Days with Frédéric 

Ozanam,”)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祈禱往往都是協會生活中的最重要環節，接著便是從事善工。「在首次會議
中，祈禱已一早被納入議程內，而今天，在每次開會時，它都會保守著協會：感謝天主對祈禱的回應，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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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支援的家庭祈禱，敬拜領導我們及我們感到祂是與我們同在的天主。但禱告必須要以物質、愛心和有效的支
援來互補。沒有行動的祈禱或沒有祈禱的行動，兩者都是行不通的。」 

19一份最能引起興趣有關奧撒南與聖教會的社會訓導之間的關係的刊物，就是《費德力‧奧撒南：他的
多重面孔》(“Frédéric Ozanam: his multiple faces)一書，由在哥倫比亞麥德林的聖雲先會培訓部發行。在 1891年由教
宗良 XIII世發表的《新事物通諭》(“Rerum Novarum) 、提及奧撒南對「不公義、不均等、勞工尊嚴、合理薪酬、合
理稅制、資產擁有權和減輕弱勢社群的痛苦的理念」﹝第七章﹞。 

20 在 1928 年，國際總會發表一份文件，名為《新協會的培訓與教育》 (“Training of New Conferences and 

Education”)；它提及聖雲先會協會，在這個主題上所能夠做到的可行工作。該小冊子亦包含在招募新聖雲先會
會員時的一些貼士，不同類形的愛德工作，協會的人力和經濟上的資源，協會的運作及兄弟姊妹間的堅持。我
建議閱讀這本有用兼內容多元化的書籍。 

21請閱讀教宗方濟各為世界青年日(2014)所發表的講話，它是在 2014 年的聖枝主日上舉行的；其主題為「神貧

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竇福音 5:3﹞。在該講話中，宗座解釋耶穌是如何更新祂對我們每一位要

成為傳教門徒的召叫，他告訴我們必須要知道如何去 「與居住在最偏遠荒蕪地方的人和邊緣人士分享我們生命

中的最寶貴財富。」 

22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在今天(2018)，全世界共有 150億人被界定為窮人，而其中 900百萬人，正因衝突、疾病

、旱災、失業及其他問題而面對將會墮入貧窮線的危機，此外，在世界上活於貧窮狀況的人口，有半數是在 18

歲以下。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如果要在 2030 年消滅極度貧窮，所有國家都應該在健康和教育上，加大投資。

聯合國都會把每年的十月 17日，定為「國際消除貧窮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宣

揚對該主題的反思，正如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把十一月 18日定為「世界貧窮日」(“World Day of the Poor”)

一樣。 

23名為《奧撒南與社會保障的問題 XIX》﹝“Ozanam e a questão social do século XIX”﹞一書，﹝由 桂爾諾 (Álvaro 

Queiroz)所著，在 2018年在巴西的馬塞約(Macei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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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我們多謝意大利的南蒂羅林 (South Tyrol)中央分會，慷慨及持續地以金錢支助，令國際總會可以每年都頒發
這項現金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