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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月31日發自巴黎

致我在世界各地親愛的聖雲先會協會會友之《通告書函》

2020 - 國際克拉費年

1. 前言
願主耶穌基督備受讚美！
親愛的兄弟姊妹、會友和渴望參加者、本會和我們的特殊工作單位的優秀員工、親愛的同
事和志願者、神師、聖雲先會會員和國際雲先大家庭的朋友：
我很高興再次向你們所有人，在全世界的聖雲先會協會兄弟姊妹，發出這份2020年通告書
函；這是自我獲選為聖雲先會第16任國際總會長以來的第四封。
自1841起，現任的聖雲先會國際總會長發出通告書函是本會的一貫傳統，書函涵蓋聖雲先
會工作綱領的重要事件，或為改善協會和分會工作所提出的指引。為我尤為特殊，能夠向一支
愛德勇兵，即代表本會服務五大洲有需要的人士在全世界的800,000名志願者11，寫下這些文字
是天主的恩賜。你們一定無法想像我在撰寫這封書函時所感到的喜樂及情緒。
我期望天主啟迪我，使這封通告書,函的內容可以為所有人樂意閱讀，並在2020年，即我們
會祖之一的克拉費年22內，在協會內和雲先大家庭的不同支部內討論。
在我任期內的過去三年和餘下的日子，我有幸並感到非常榮幸能夠外訪40個有聖雲先會支
部的國家，經常都得到非常熱情及愛心的款待。我每到一處，都獲益良多，並銘記於心我所體

聖雲先會會員在某方面是類似蜂鳥，它們利用細小的啄來收集水滴去撲滅山火。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詳

1

情，可以在國際總會⾧歐禮華 (Renato Lima de Oliveira)所著的《熱切追求愛德和公義》(“Passionate for
charity

and

justice”)﹝由西班牙國家分會在2017年在西班牙馬德里發行﹞(Madrid,

Spain,

2017)一書中找到。內容清晰地指出，雖然在人類所面對的龐大社會挑戰中我們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

但我們所做的是向世界發出一項正面的訊息。

肯定的是我們對克拉費，這位創會會祖之一的生平和工作所知有限。建議閱讀的書藉是這一本由遣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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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士羅信神父 (Father Ronald Ramson, CM)

所著的《賀三納

歡呼之聲》(Hosanna)﹝2013年在美國發行﹞(USA,
2013)；在該書中有一章是專講克拉費的生平和其他七位創會會祖和他們一些朋友的生平細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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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到的非常獨特經歷，我可以從中所汲取的學習教訓，及我可以與世界各地所分享的優秀實務
。在我的公幹外訪中，最令我感到非常快慰的是能夠擁抱我們的會友及與他們詳談，找出他們
的需要，欣賞他們的成就及理解他們的失落，而最重要的是接受和平、團結、協和及希望的訊
息；而這份訊息，是國際總會自1839年成立以來，所發放給所有國家的。
成為國際總會長是一份非常榮幸及光彩的崗位，亦是一項代表你們所有人的非常重大的責
任。的確，國際總會長一職並非只為我一人而設。我獲得理事會及辦工室職員寶貴的支持。有
時，我們的意見並非一致，但當我們下決定時，一定會尋求共識。我們亦會犯錯，但我們亦會
彼此原諒個別人士的過錯。
我們亦有幸得到上級或國家分會的鼎力支持，他們保證會團結一起，尊重國際總會及提供
財政贊助，以便它可以履行會規及規則所訂定的官式任務。它是一個集體力量，藉此讚頌主耶
穌基督及關懷有需要人士。我們只是天主上智的工具，用來服務我們有需要的兄弟姊妹33。
我懇切提議把這封書函分成數節或數個主題，在聖雲先會協會的會議中，每次抽一小段來
討論。我樂意接受你們就有關這份書函的內容所提出的意見、批評和建議。我們為此特意設立
一個電郵地址：cgi.circularletter@gmail.com，請隨便使用。
願我們的上主從這世界的凶惡中解救我們，並透過在我們之間及與那些比我們受更大苦的
人之間的愛德善功，因祂的聖名使我們的信德日益堅強。讓我們攜手照耶穌所吩咐去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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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9 ：35)
我願望你們對這份2020年通告書函感到閱讀的樂趣。

2. 由國際總會所發出的資訊
在我們今屆任內的首幾年，我們取得很大的成果，這是有賴理事會成員的協同效應，並按
照2016年所訂下的策略性規劃去做事。在目前有很多自發性的計劃在進行中，而它們開始在本
會的整體發展上呈現令人鼓舞的結果。成立申訴女專員一般性服務(Ombudswoman
General
service)，便是其中一項引人注目的成果；服務提供聖雲先會會員機會，透過國際總會的調解，
解決任何的當地紛爭。我們亦改變國際架構(International
Structure)的成員資格，更好善用有才幹的會員擔任要職，並鼓勵職位輪流交替，這對國際總會
非常有好處。

其中一本最出色的聖雲先會刊物是由意大利國家分會所出版的《聖雲先會會員手冊》("Vademe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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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ziano")﹝2000年在意大利都靈發行﹞(Turin,
2000)。書中的第六章提供「聖雲先會平信徒會員的十誡」

del
Italy,

(“Ten

Commandments

for

the

Lay

Vincentian”)。他們的職務和責任包括：隨時隨地服務其他人；擁有一種高尚的情操及接受基督信徒的訓

練；發展一份深厚、個人靈修；永不怠慢訪問那些我們幫助的人；及在任何的情況下，經常都保持對那
些有需要人士的極大愛心。該書是全世界聖雲先會文獻中的瑰寶，而它所提供的建議，為我們作為聖雲
先會會員的全面性培訓方面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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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總會的決策過程中和在財政上的增強透明度，加上國際總會長本人和理事會與所有
上級或國家分會的緊密溝通，都是任何機構成功的關鍵。例如在國際總會，在接受基層的提議
後，我們已擴大總會的成員數目，加強在決策過程中的民主成份，在國際總會為達致成果而必
須採取的方向上，我們會在不同時刻縮窄分岐
，但一定要達到共識
。這已大大改善總會的質素，而我們是按照這些建議向前邁進。「太陽的光線是不會引起物件
燃燒﹝生火﹞，直至把它聚焦為止」﹝阿歷山大‧貝爾﹞(“The sun’s rays do not burn until
brought to a focus” (Alexander Graham Bell))
在巴黎冰河街(rue
de
la
Glacière)的新總部辦事處，是透過一項對聖雲先會非常有利的地產交易購買下來的。在天主的
寵佑下，並得到上級分會的同意，我們已遷往新地址辦公，而現在我們可以為國際總會準備未
來的工作。新辦公室比以前更加闊落﹝兩倍舊址﹞，地點適中，設備先進及面積廣闊，真是更
加適合職員和聖雲先會會員使用。購買辦公室過程歷時兩年才完成，由我們收到舊址的準買家
的財政建議開始，直至談判﹝在2019年六月在波爾圖(Oporto)舉行的國際全體同寅大會﹞的結
束，在經歷冗長的商討後，我們投票贊成賣丟在倫敦街(rue
de
Londres)的舊址，再購買在冰河街的新址。我代表國際理事會(International
Board)，高興地正式宣佈新辦公室將會在2020年二月向外開放，到時將會有一項溫馨的宗教儀
式進行，並會在九月舉行祝聖禮。
我亦想多謝在某些國家內每年都經常捐款的親愛會員，作為團結及對國際總會領導層的忠
誠支持的一種表現，以便國際總會可以繼續它在聖雲先會內保持團結的使命。
我亦想向所有會員和恩人，致以我衷心的謝意，他們在為此目的而收集捐款的支持上，對
國際總會是極之慷慨。對組成「協約簽署國」(“Concordat”)﹝一組上級分會，他們簽署同意書
，每年都捐出一定數目的款項﹞的國家，我繼續要說的是：多謝。同意書將會在2020年六月屆
滿，到時將會在肯雅(Kenya)奈羅比(Nairobi)舉行的周年全體同寅大會上，再簽署新契約。我們
請求所有國家，如果負擔得起的話，適量增加他們的捐款數目，以便國際總會可以做多些，服
務多些，探訪多些，協作多些。

2.1 青年事務
兒童、青少年和年青人44，為本會是重要，策略性的及不可缺少的。國際總會、上級分會和
國家分會，亦同樣肯定地會專注於這方面，為年青人提供活動空間，為他們舉辦訓練課程，及
為促進與年青人互動而預留款項。
由國際總會在去年七月四日﹝真福費撒蒂的瞻禮日﹞(feast day of Blessed Pietro Giorgio
Frassati)
所啟動的「為年青人的國際性籌款」(“International
Collection
for
Youth”)
，由於往績甚佳，將會在2020年及隨後的年份，再度舉行。事實上，缺乏資源去支持年青人的
4

「我們是一個主要由尋求救贖的平信徒和年青人所組成的善會」。這一句是出自奧撒南在1845年九月19日
對墨西哥的聖雲先會的講話，並在 《費德力‧奧撒南 – 一個典範和一個芳表》 (“Antonio-Federico Ozanam:
Un

modelo,

una

referencia")一書中出現。該書是由我們的會友嘉西亞(José

Garcia)所著﹝2018年在葡萄牙波爾圖出版﹞(Oporto, Portug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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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一個長久以來都存在的問題，已在不同場合中由他們自己提出，而現在已得到高層當局
的回應。籌款為所有會員是一項邀請，表示他們會用一種實質及有效的方法去支持及促進聖雲
先會年青會員的事務。
凡任何國家在他們內已有一些可證明是有效為青年人而設的籌款方法，是不一定要舉辦這
類的籌款。可是，我們大力推薦他們照樣去做，因為它是一種方法令我們有效地集合所有會員
去達成這策略性目標﹝增加青年人在聖雲先會內的參與﹞。在回應某些分會的建議，國際總會
已同意籌款可以在整個七月內舉行，不一定是要在4號，以便消息可以下落到所有分會，達到
籌款的最大收益。
在繼續討論青年人的議題上，我正向上級分會提議一個新意念去在大學、書院和學校55內，
成立聖雲先會協會。最初，我們的工作，如果是在由天主教修會/團體，由聖雲先會本身和由
雲先大家庭所營運的教育機構內進行，則將會比較容易些落實。可是，這項行動亦應該擴展至
非天主教組織的教育機構。在這方面，在所有國家內的青年委員會或部門，將會發揮極大作用
。我確信我們的會祖們，認為巴黎大學文學院66是最合適的地方去創立聖雲先會，定會對這個
創意，一種「回歸基層」的概念(“return to the roots”)，非常讚許。
這是來自國際總會長的呼籲，請把這封通告書函傳送給全世界的年青聖雲先會會員：把我
們的組織帶進大學內77。考慮到在今天在大學內所出現的挑戰，這並非一項容易做到的事，但
天主是有祂的安排，祂定會照亮我們要走的道路，並為愛德事業大開中門。其中一個構思是發
鮑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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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phe

Baudon)是第三任國際總會⾧，是在所有國際總會⾧之中任期最⾧的那一位：⾧達38年，由1848至
1886年。在鮑頓在1851年十一月1日所發出的通訊書函中，他提及國際總會在當時鼓;勵成立『學校協會』(
“School
Conferences”)，在法國的學校內成立，吸引年青人加入聖雲先會。鮑頓這樣寫：「學校協會是在我們中間

擴展的開端，並應該在數目上不斷增加。的確，當學生離開學校時，他們會尋找在他們居住的城鎮內的
協會加入。學校協會是本會會員的穩定搖籃，而我們必須由這股帶領我們在未來歲月中前進的有活力青
年人的數目增加而得到益處」。

作家卡拉撒(Ambro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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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ero

Carranza)，在他所著的《奧撒南和他的當代同伴》("Ozanam

contemporáneos")一書﹝1951年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Buenos

Aires,

y

sus

Argentina,

1951)中的第七章這樣寫：「奧撒南是位出色的平信徒使徒，他是梵二所指在現今世界中逼切需要的人物」

，他亦提及奧撒南在巴黎大學文學院所度過的歲月是亦師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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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雲先會與大學的連繫，詳細記載於由鮑納德蒙席(Monsignor Baunard)所著的《奧撒南在他的通函中》(“Ozanam in

his

correspondence”)一書內﹝1925年在愛爾蘭都柏林出版﹞(Dublin,

Ireland,

1925)，在第15章中，他描述愛德協會(Conferences

of

Charity)的大學起源。在書中。我們可以找到一封奧撒南寫給媽媽的信。是在1836年七月23日寫的，在信中，奧撒南解

識青年協會不別太擔心金錢方面：「天主上智定會安排，我現在堅信我們不必為愛德工作的財政來源過分苦惱，因
為它隨時會來到我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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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有關社會公義的學生徵文比賽，舉辦與教授們有關社會訓導88的辯論，舉行學術性活動，推
廣售賣書藉，發起社會性的創意活動，例如街頭福傳及關懷無家可歸者。

2.2 聯合國
我們將會加強聖雲先會在聯合國系統內的參與。我們現有在巴黎、紐約和日內瓦的工作團
隊所擁有的會籍和架構，將會擴大及優化。我們打算在New
York設立一個小規模的辦事處，用以支援與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99(“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工作、活動和項目計劃，它是與聖雲先會的目標，包括消除貧窮，令飢餓消失，為所
有人創造就業機會，減少社會不均及關注環境等，有直接的關連。
在2019年七月，我有幸以一週的時間，參加聯合國在紐約所舉辦的政府行事、辯論和技術
性討論，而我亦能體會我們必須擴展聖雲先會在國際討論大會的參與，亦要繼續支持「雲先大
家庭聯合體」(“Vincentian
Coalition”)，一個由雲先大家庭組成的小組，以非政府組織的身分去影響聯合國的決策程序。
這是一項漫長兼艱鉅的工作，但對那些有需要人士是非常有用，因為他們在世界的舞台中，並
沒有發言的機會。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像「維護窮人」(“to
defend
the
poor”)
10
的呼籲，是一種策略性和政治性的活動10 ，而聖雲先會是有必要去進一步參與，因為有需要
人士看來並沒有前途和希望， 而在很多場合上，聖雲先會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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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雲先會會員亦不應經常都設法把有智慧的政治行為和維護社會權益與周圍的政治問題，例如貪污和越軌分開﹝教

會向平信徒的建議﹞。奧撒南在他扮演一個維護那些有需要人士及爭取社會公義上的溫和政治及機構性角色上，表
現出他了不起的本領。在由我們的會友薛璞尼 (Laido Ciampone)所著的《奧撒南 – 一位僕人》(“Ozanam el Servidor”)
﹝1997年在巴西聖保羅出版﹞(São

Paulo,

Brazil,

1997)一書中，他多次引用奧撒南的有效政治性焦點和教會的社會訓導。我們的主要會祖成為法國立法局議員的候選

人，得到極大支持﹝16,000票﹞，但並沒有足夠票數去取得議席。落選的理由可能是他只用四天去作競選宣傳。在評
論1848年的立法局選舉結果時，奧撒南這樣說：「如果我可以撥多些時間作競選宣傳，並走訪更多的選區，我肯定
是會勝出的」。我們建議你們閱讀該寫得很好的書中以《奧撒南 – 一位政客》(“Ozanam el político”) 為標題的那一章。
很多讀者將會對該章的內容感到驚嘆，並可能會令他們對政治的取向及應對，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目標有十七個：一﹞消滅貧窮；二﹞零飢餓和可持續性農耕；三﹞良好健康和美好生活；四﹞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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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別平等；六﹞供應清潔食水和良好的衛生設備；七﹞可負擔得起兼清潔的能源；八﹞安穩的工
作和經濟發展；九﹞工業、創新和基建；十﹞減小不均現象；十一﹞可持續性的城市和社區；十二﹞負
責任的消費和生產；十三﹞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十四﹞水底生物；十五﹞陸上生物；十六﹞和平、公
義和強大的民間組織；十七﹞伙伴關係。

另外一份用以平衡基督信徒在政治上的參與的參考資料，就是由韓納爾(John

10

Honne)所著的《愛與政治》(“Love and Politics”)﹝2007年在澳洲墨爾本出版﹞(Melbourne, Australi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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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通訊方面的成就
我們非常努力去發展一套國際總會與基層溝通的嶄新通訊方法，並得到大家的積極參與，
特別是與上級分會的通訊部門攜手合作，有效地把國際性消息傳送到當地的層面。
雜誌性的「奧撒南網絡」(“Ozanam
Network”)，現已不斷更新，消息涵蓋所有的範疇。國際總會在社交網絡中有更大的參與。在
聖雲先會歷史內的首次，國際總會長參與視像會議﹝「清談秀」﹞(“Talk
Shows”)，回答來自世界各地的聖雲先會會員的提問，並沒有任何禁止。全新的培訓資料，亦
需要良好的通訊，確保所提供的文件具吸引性。國際性網頁將會繼續發送新的構思，並已經出
版一套新的官方錄像
我們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而進展令人鼓舞。我邀請上級分會，及可以在社交網絡中分享
資訊和聖雲先會行事的我們的會友和朋友，傳送給我們更多有關在他們區域內發生的消息，這
定會令網頁內容更加豐富，吸引更多支持者和捐款人，激勵召募運動及加深我們的聖雲先會神
恩。這必須一定要負責任地去做，千萬不要專注於個人事件上。

2.4 特殊工作委員會
共識是在進行決策過程中一種好方法，這正是國際總會長在國際總會內無時無刻都會用到
的。決策是要分享、討論、考慮，然後採納。特殊工作委員會是達致共識的一種重要支援工具
。
在目前我們共有四個委員會正在運作，它們得出的結果，將會在未來收集備用。第一個委
員會是檢討在印度成立上級分會的可能性﹝，在經過小,心考慮後，國際會規(International
Rule)容許在有超過3000個協會的國家內，成立更多的上級分會﹞。
第二個委員會涉及更改本會標誌的可能性，由個別國家自行決定是否保留使用目前的設計
﹝藍色地球加上表示兄弟情誼的連帶﹞，這是在1999年獲批准使用並在2018年加以現代化的，
或者如果我們可以向前踏出一步，採用一個新的圖像式身分標識﹝這決定將會在2020年六月的
全體同寅大會中通過﹞。第三個委員會是有關國際總會架構的重組，如果是眾國家的決定，可
能需要有一些優化。第四個委員會是考慮要求梵蒂岡宣認奧撒南1111為「教會的教父」(“Doctor
of
the
為那些不大了解有關奧撒南宣聖事情的人，可以從某方面得到資料，程序是在1925年開始，我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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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關於一位名為奧托尼(Fernando

Luiz

Benedito

Ottoni)的巴西人奇蹟地透過奧撒南的轉求而得到痊瘉的詳盡資料。在由奧撒南所著並由國際總會重編為

記念奧撒南逝世兩百周年而出版的《病者之書》(“Le Livre des Malades”)﹝2013年在法國巴黎發行﹞(Paris,
France,

2013)一書中，國際總會⾧杜納玆

(Amin

Tarrazi)寫下有關該聖跡的背景，是由病者的父親，我們的會友奧托尼老先生(Pio

de
Benedito

Ottoni)提供寶貴，鮮為人知的資料。該報告是包括在奧撒南申請宣福程序的文件內，並成為教會官方宣

福文告的基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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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無可置疑，這定會鼓勵我們對他的崇敬，並有助向聖雲先會以外的世界進一步宣揚
他的名聲。
在2016
至2018年間成立的其他工作委員會，已完成他們的工作，並對國際總會有極大的幫忙，發表終
期報告，採納由平權協議﹝合作協議﹞
(collegial
agreement)
所作出的決定。因此，我希望多謝所有組成這些委員會的聖雲先會會員，他們為本會的未來，
獻出他們的包容性、客觀性、經驗和他們的熱誠關注。

2.5 聖雲先會的擴展
「聖雲先會大展鴻圖」(“SSVP
Plus”)項目計劃，開始見到初步成果。自2016年起，我們已成功在聖雲先會的地域名單內，加
入四個新國家：利比里亞(Liberia)、塞浦路斯(Cyprus)、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和阿爾巴尼亞(Albania)。展望2022年，我們已識別15個嶄新兼有潛質的地方，而我們堅
信它們是適宜成立聖雲先會協會的地方。數日後，即2020年一月16日，我們將有第150個有聖
雲先會的地域出現，它是在梵蒂岡內成立的聖伯多祿協會(Conference
of
St
Peter)，一個由意大利的兄弟姊妹所達成的優秀項目計劃。不過，我們的工作不會因此鬆邂，
為此，我們請求你們為此意向祈禱。「聖雲先會大展鴻圖」項目計劃，是有自己的管理架構，
並依賴國際地域副總會長(International
Territorial
Vicepresidents)和上級分會的支援，的確，他們已在財政和人力資源上，幫了國際總會一個大忙，
並確保在該等新區域內的傳教和訓練工作，絕對有效和達到高質素，把奧撒南希望建立一個「
愛德網絡」的構思，發揚光大。

2.6 上級分會的角色
根據會規，國際總會扮演聖雲先會工作的全球性協調者，但上級分會可以幫助國際總會在
這方面的工作。個別國家可以自行推出多項自發性項目而無需勞煩國際總會去介入。
例如派遣傳教士與其他國家分會在成立協會上攜手合作，或轉移知識去幫助分會在行政管
理上的支援，為「補助計劃」(“Twinnage”)提供資源，及向國際團結基金(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Fund (ISF))和國際援助及發展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Aid and Development
(CIAD))注入資金；亦可為協會、分會、特殊工作單位及青年委員會派發培訓資料；在友好的
聖雲先會國家內進行青年人交流計劃；贊助國際性行事；向國際總會長的外訪1212提供額外的
財政支援；製作影音產品及訂定可以在操同一種語言的上級分會內共同分享的其他社交通訊自
發性計劃；及其他可以做到的項目。正如聖雲先曾經這樣談及聖體聖事：「愛是無限創意」(“
Love is infinitely inv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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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國鳳凰城的中央分會曾經贊助國際總會⾧外訪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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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國際總會深深感謝上級分會，他們是非常積極，亦幫助把聖雲先會的神恩，傳遍整
個世界，補助國際總會所扮演的角色。我亦高興見到我們是第三年頒發「在希望中的愛德」(“
Charity in Hope”)獎牌，這是聖雲先會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he Society of Saint
Vincent
de
Paul)
頒發給提供重要人道和社會服務，特別是向最貧窮國家提供援助的組織，以表揚他們得到社會
大眾的肯定。扶輪社(Rotary
Club)在2018年，而童子軍(Scouts)則在2019年。獲得頒授。被國際總會選定將會在2020年獲得
頒授獎牌的機構，將會是由上級分會所推薦的其中一個組織，提名截止日期為2020年二月28日
。如果天主聖意准許的話，頒獎典禮將會在今年六月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行，而每個分會可
以根據頒授獎牌規則，推薦最多三個機構及/或個人角逐。

3. 向聖雲會會員的建議
在通告書函的這部份，我，作為國際總會長，會提出一些根據不同地方內和不同情況下，
未曾妥善處,理的問題，並可以作為其他地方的借鏡。以下的意見，絕對不是道德上的批評或
無根據的意見，是我有幸作國際外訪時所見到的事實，或者根據我由電郵或透過社交網;絡所
收到的訊息，而發表的。在很多過案中，在世界某些地方所出現的難題，只能用下列三個主要
的元素來解決：不斷祈禱1313，即時改變某些會員領袖的態度，及摒棄個人意見。如果缺乏這
三個元素，情況將會持續下去，做成傷害和內部紛爭。

3.1 喜樂和失望

我察覺到我們協會的很多會員，是受到在管理聖雲先會方面所出現的難題，在領導分會上
，我們的支援單位的工作方式上，及進行協會的工作時，而感到煩惱。你們可以肯定國際總會
長會會為此而哭泣，並如你們一樣，受到同樣的難題，同樣的煩惱，同樣的幻滅和極度痛苦所
困擾。當一個協會結束時，我是不會感到安樂。當一個社會性工作要停止進行時，我一定不會
感到快慰。當我見到在分會的選舉中出現政治性的爭拗時，我一定不會感到開心。我是無法理
解為甚麼一些會員，很多都被認為是「我們組織的德行表表者」(“the moral storehouse of our
organisation”)，居然可以，透過妒忌或虛榮，密謀或散播假證供，只為對一個國家分會的領導
階層做成不穩定為目的。願上主從這些凶惡的影響中解救我們吧！
另一方面，國際總會長會為能戰勝貧窮，改善長者的生活，重拾家庭的價值觀，在無條件
下為維護生命而倡導基督信徒的原則，令聖雲先會在社區和堂區內的工作單位內﹝托兒所、學
校、安老院、青年中心及其他設施﹞達致正面成果而微笑、慶祝、讚許及充滿激情。而國際總
會長，在見到在全世界的聖雲先會工作中的強大力量時，並為此而感到自豪，會高興雀躍起來
！
在由康爾尼神父(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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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ry

Awake")﹝2017年在美國的瑪利蘭州出版﹞

Conley)所著的「希望定會見黎明」("Hope
(Maryland,

Always
USA,

2017)一書中，他提供在祈禱時的230個建議，它們肯定會幫助聖雲先會會員去深化他們日常的默想、信

德和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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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們本身的難題
令一個我注意到我們需要逼切地作「良心反省」(“examination
of
conscience”)的事情，就是我們的會友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上所面對，而往往都得不到但應該得到
其他協會會員關注及理解，的個人難題。協會會長有重要的角色
–
正如聖雲先會的優良傳統所教導我們的
–
就是要支援小組內的所有會員去走自己的道路﹝靈修上、物質上、心理上、家庭上、情緒上、
精神上﹞，並關懷他們。協會會長有責任去了解一位會員缺席會議，或在協會的愛德工作上做
得不妥善，例如家訪或其他由小組決定去做的工作，的原因。問題：為甚麼某些會員缺席靈修
活動呢？為甚麼很少人會出席由分會主辦的聚會和會議呢？這是協會會長所應該做的事，以謹
慎行事方式及親切地用心聆聽會員的心底話，
向他們證明參加這些活動是在靈修上有所裨益。
亦有一些會員因不同的原因，例如失業、家人健康出現問題、與孩子們產生個人不和、工
作場所內的事情、與教會代表發生紛爭、令我們精神不安的不公義迫害及經濟動盪，正面臨艱
鉅的時刻。我們需要以愛心、友誼和開放的態度，去對待我們的聖雲先會兄弟姊妹1414，正如
我們要用同樣的愛心、投入和承諾去對待那些受協會和其工作單位所幫助的兄弟姊妹。我們要
在聖雲先會內外，以大公無私的精神去建立「愛德的兩個網絡」(“the
two
networks
of
charity”)，它定會給予我們所需要的力量去克服生命中的挑戰：第一是為弱勢社群，第二是為
在我們之間的親愛聖雲先會會員。

3.3 我們都永遠都屬於教會！
我亦察覺到在某些地方，有些支部是沒有合理原因與教會割蓆，或許是可能因為將會出現
某些當地難題，導致產生某些特殊的限制。但這並非是一個適當的取態。像婚姻的盟誓一樣15
15
，「無論疾病或健康，喜樂或哀傷」(“in
sickness
or
health,
joy
or
維持「內部關係」在聖雲先會內亦是非常困難。我們的會友，馬昆士

14

Marques)，在他所著的《以福音作聖雲先會會員的反思》("Reflexiones

(Eduardo
Vicentinas

sobre

Evangelios”)﹝2019年在西班牙馬德里出版﹞(Madrid,

los
Spain,

2019)一書中，對此話題有非常出色的應對。該書，把聖雲先的訊息與主日的讀經串連在一起，是由西班

牙國家分會贊助出版，
15

「我希望要求你們，雖然在天主教的圈子內可能會發生的各種各類的醜聞、過失和分裂，永不放棄基督的
宗教，因為它是唯一的真正信仰」，這是奧撒南在1853年九月1寫給他妻子安美娜(Amelia)的一封信中所
提及的，該信是他向他結婚12年的摯愛枕邊人作最後的道別。而奧撒南再三囑咐安美娜：「永遠都要對我
找到真光和真愛的宗教保持忠誠」。這章節是刊載在《奧撒,南及其當代同伴》(“Ozanam
contemporáneos”)

﹝1951年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Buenos

Aires,

y

sus
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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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row”)，我們在任何場合內都是屬於教會的。我們定要在困難時刻，及當她受到大眾傳播媒
介及與福音相反的政治意式形態攻擊時，鼎力支持教會；同時，我們定要在喜樂、成就和勝利
的時刻，與教會一同慶祝。我們定要在任何時刻都與教會連繫1616，
因為我們是不可以忘宗滅祖。
因此，並沒有方法可以令聖事或教理的實務，變得靈活或與時並進，因為如果我們是屬於
教會，我們定要維護任何令我們，透過教會的權威(magisterium)，與天主連繫的事情。我們的
會規、規則、決策、官方文件和公開宣言，定要永遠都與美好的天主教信仰、它的規範和根基
，口俓一致。成為聖雲先會會員表示是成為教會的一分子。聖雲先會是不能容許本身受世俗事
務或與耶穌、聖教會和教宗聖父的教導背道而馳的思想捲入漩渦。
這種概念同樣適用與雲先大家庭的親密關係，
全因我們是他們的一分子，而我們是要依賴他們才能令我們壯大。有關「2020年世界貧窮日」
(“World Day of the Poor 2020)，國際總會將會向雲先大家庭的國際執行委員會(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提議，應該採取聯合行動去支持教會和那些有需要人士。我們必須鼎力支持「13棟
屋」1717(“13
Houses”)項目計劃，其目的是應對無家可歸的問題，採取步驟去支援在世界各地的難民。聖雲
先會必須徹底參與「系統性改變」(“Systemic
Change”)的自發性構思，改善受我們幫助的人的教育，提升他們被社會接納的程度，為那些有
需要人士尋求一個有尊嚴的生活及幫助失業人士找尋工作。聖雲先會，與雲先大家庭的其他分
子一起工作，可以為最弱勢社群做更多。
我們是教會生活不可分割的部份。例如，我們是屬於在梵蒂岡內的「平信徒、家庭和生命
的連鑄團體」(“Dicastery
for
the
Laity,
the
Family
and
Life”)，分享它的關注並參與協調性行動。教會的一個主要課題是保護未成年人士，而聖雲先
會國際聯盟，為配合教會的行動，必須採取依照教宗在他在2019年五月9日所發表的宗座牧函
內所公佈的原則而制訂的一套「要遵守規條」(protocol)來行事。去年十一月，參加巴黎會議的
聖雲先會領袖，已討論這事情，並建議一套普遍適用的要遵守規條，待六月在奈羅畢(Nairobi)
舉行的全體同寅大會中通過使用。

1951)一書的第XXXIX章﹝「最後的旅程」﹞(“El último viaje”)內，該書是由嘉拉撒 (Ambrosio Romero
Carranza)所著。

教會對聖雲先會生活的重要性，是在由國際總會⾧嘉倫 (Paul Calon)所著的《奧撒南的百周年紀念》("Le

16

centenaire

de

Frédéric

Ozanam")﹝1914年在法國巴黎出版﹞(París,

France,

1914)一書中詳盡地描述。該刊物強調與教宗、樞機、主教、司鐸及其他天主教當權者保持良好關係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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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雲先大家庭委員會的所有資料，可以在網頁https://vfhomelessalliance.org內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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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官僚主義的禍害
另一個我察覺到的範疇，是分會在計劃全年的聖雲先會行事上數目的多少。雖然分會在全
年都沒有舉辦行事是完全不適當的，但必須要取得平衡，避免在日曆中填寫過多的活動，令聖
雲先會會員沒有時間去照顧生活上的基本項目，忽略在他們的協會生活內的愛德工作。
今天的世界是太過忙碌及充滿動力，而我們所有人，特別是那些居住在主要城市中心的人
，都知道這會如何影響聖雲先會的日常慣常工作。在規劃全年的行事上，領袖們需要「拖慢」
(“slow
down”)一些腳步，考慮每個行事和會議的真正需要和效用，因為這些活動並非一定會產生所希
望的效果，最終會導致會員忽略他們的家庭生活，並剝削所建議的休息時間及休閑時刻。說到
底，我們都是志願者。過多的培訓課程、會議、行事和學習班，雖然是值得舉辦及方向正確，
亦可以對我們的聖雲先會做成傷害。
另一個要考慮的課題，就是官僚架構，它是在世界多個地方的聖雲先會日常生活中不斷湧
現。奧撒南的名句：「我希望用一個愛德網絡來擁抱全世界」(“I would like to surround the
world
in
a
network
of
charity”)1818
是眾所週知的。但他亦擔心本會將會成為一個龐大的官僚架構1919。我們的分會是否察覺到這
一點呢？
有時，在支援某些工作上，及在已經偏離他們的使命或並沒有履行他們的法定和強制性要
求的分會內，我們或許需要一些介入。這往往是要用極大的愛心和極度小心去處理的必須要進
行的痛苦過程，要用心聆聽所涉及人士的聲音，並分析用以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
任何足以改善聖雲先會運作方法，都可以被採納，但定要以和諧、熱誠、愛心和尊重，對
待那些在我們之前離開的人。接納他人的意見
–
正如聖雲先會的傳統教導我們
–
是保持在本會內一個健康環境的要素。

事實上，奧撒南是這樣說過：「用一個愛德網絡來擁抱法國」(“embrace

18

France

charity")。但在今天我們所居住的全球性系統內，把「法國」改成「全世界」(“the

in

a

network

of

whole

world”)是適當及可以理解的。

在反思聖雲先會上，奧撒南這樣寫給他的未婚妻安美莉：「只有一件事是可以牽制及消滅我們：令我們

19

的最原始精神變質，在它前面吹起號角的法西斯主義(pharisaism)，輕視除了精英以外的任何權力的完全
自大狂，令人厭倦及放鬆的過多禮節和架構或一種講多過做的空談慈善(verbose
philanthropy)，其次，透過擴大我們的機制，令我們的步伐減慢的官僚架構。並特別是忘記由開始一直都

帶領我們聚集一起的微不足道的簡樸生活，它令我們喜愛深藏不露但不會產生秘密隱藏，並或許將會令
我們在終極的擴展上，取得勝利。因為天主特別喜歡降福微細和不起眼的事物：正在發芽的樹、在襁褓的
人、從一開始便不張揚的善舉」﹝1841年五月1日寫給安美莉的信。﹞(Letter to Amélie Soulacroix, 01 May
1841)。﹝英文譯本取自https://via.library.depaul.edu/ozanam_la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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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選舉的進退兩難
有關在分會和協會內的選舉，我們曾經察覺到有一些出自幾個領袖的不當行為，他們用盡
一切方法去保留現有的職位，或設法結黨去提名一些他們信賴的人成為會長。這種「反聖雲先會」(un-Vincentian)
的取態，已在很多對聖雲先會並沒有好感的人之間，產生極大的煩惱。我曾經聽到一些聖雲先
會會員威脅，如果某某人當選，他們便會退會，這亦是不適當的，因為是窮人把我們帶入協會
，而不是當選的會長。
我曾經在一些地方聽過，選舉過程並沒有好好向外公佈，或特別只為一個人作宣傳，或獲
選的候選人，根本尚未準備好接受該職，或那人並沒具有聖雲先的神恩，這一切一切，可以對
本會的前途產生壞影響。我亦聽到有關上任會長或那些在上次選舉不認同選舉結果的參選人，
開始迫害獲選的代表，做成不穩定的氣氛，敵意和懷疑，這並非是我們的可愛善會應有的行為
。願美善的上主把我們遠離那些人！另外，還有一個會影響在不同層面上接班的原因：缺乏參
選人願意接受在協會、分會和特殊工作單位內擔任會長一職。我們祈求天主令該等情況可以早
些得到改善。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去恭喜所有曾經參選聖雲先會內不同角色或活動的人士。願天
主降福並報答你們！

3.6 無理結束﹝解散﹞我們的協會
在我外訪的時候，我亦見到協會因堂區合拼而結束。作為國際總會長，我希望澄清這並非
是結束一個協會的好理由。堂區合併一事，在世界多處都是一個不幸的現實，但我們不要為此
原因而結束我們的協會。聖雲先會的服務架構，並非不一定要盲從付和教會運作的方式，或依
照某個國家的政治-地理分界來劃分，因為這才是我們能夠決定服務最弱勢社群的最好方法。
即使當堂區合併後，我們的協會必須繼續大開中門，服務社群和有需要人士，並如果適當
，更改他們的地址以符合現況。正如我們所知，協會可以在其他地方運作，例如學校、社福機
構、社區中心、大學、社區會堂、聖雲先會機構或甚至在會員自己的家中﹝如有需要，隸屬當
地的分會﹞。亦有可能在同一堂區內有多過一個協會，因為我們不是一繩不變的，而我們不必
如此容易去接受因堂區合併而要結束一個協會的要求。

3.7 登記是重要的
由國際總會所頒發的協會登記証(Letters
of
Aggregation
for
Conferences)，及分會的建立登記証(Letters
of
Institution
for
Councils)，是雲先小組之間的一種可見連繫，亦是七位會祖的最初意願。在協會的生活中，沒
有比收到登記証更加雀躍的事情。對我來說，沒有比當我簽署証書時的極大滿足感。總會已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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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努力，加快批出証書的程序，只要在申請表格內有有需要填寫的資料都正確無誤。負責分
析資料及批准証書的國際總會常任理事會(Permanent
Section
of
the
Council
General)，每年都開會兩次去檢視申請過案。
任何經已運作至少一年的新成立協會，可以申請登記。成立多年但從未向巴黎要求登記的
協會，必須盡快聯絡所屬分會的會長，要求發出登記証。成立遠久的協但已遺失他們的証書，
亦可要求補發副本，國際總會定會補發。一位稱職的分會會長，永不會讓一個協會從未登記。
我們建議在成立新協會前，必須首先重開暫時停止運作的協會，這一點我們需要留意；這表示
現有，仍然有效的登記証，是可以再用。無論是那些情況，要求頒發登記証必須正式透過上級
或國家分會申請。

3.8 聖雲先會領袖的角色
一般而言，聖雲先會在每個國家內所面對的不幸事件幾乎都是一樣，因為人性的醜惡及虛
榮都是一樣。我們在各地的挑戰都是一樣，雖然我們的居住地有不同的文化、環境和語言。我
向聖雲先會在各個階層領袖的誠懇要求，是他們要成為稱職的領袖2020，只關注協會的進展，
因為如果它們運作暢順，它們會在他們的堂區社群內和受聖雲先會幫助的最有需要人士，例如
兒童、青少年和年青人、家庭、長者、與傷健人士或病人一起居住的人、難民和新移民、邊緣
人士、失業者、因信仰而受到迫害者，和弱勢社群的生活上，扮演一個非凡的角色。
對協會的關心，對聖雲先會會員的培訓的關注，支持聖教會，為分會策劃未來，加強救濟
工作，維持及激勵對話，與公共機構建立正式關係，招募新會員及發揚七位會祖的構思，必須
成為任何具天職性會長的「基本要素」(“basic
recipe”)。因此，我希望並祈求在世界所有地方，當要舉行選舉時，具有這些特質的參選人挺身
而出，放棄個人主義或自負過高，因為每位聖雲先會會員的使命，應該是：尋求成聖及實踐福
音所教導的愛德，為崇敬及光榮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3.9 真正的系統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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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我們的會友史堅格(Raymond

Sickinger)所著的《奧撒南傳》("Antoine-Frédéric

Ozanam")﹝2017年在美國印弟安納州出版﹞(Indiana,

USA,

2017)一書的第十章內，刊載「僕人-

領袖」(“servant-leaders”)的專題文章，成為有關此主題的一些參考。我們建議聖雲先會領袖閱讀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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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雲先大家庭至今已推行多年的國際項目計劃的維護者和建議者，並在很多地區內，達
致優良的實務結果，這就是「系統性改變」2121
(“Systemic
Change”)。我認為這種工作，是對愛德事業的一種自然互補。很清晰，愛德本身在飢餓或疾病
的極端情況下是重要的。但正如奧撒南如此說：「單有愛德是並不足夠的」(“charity alone is
not enough”)。他邀請我們，以這些話，嘗試去體會「銀幣(角子)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即是，社會公義2222。
貧窮的最大禍害，是它會奪去人的希望。人們最終會認為貧窮是無法除掉的：是他們命中
註定的。或者在某些情況下，人們
–
錯誤地
–
認為他們的不幸，是天主的聖意安排。因此，「系統性改變」項目計劃給予人們新的希望，幫
助他們去見到是有可能改變他們的不幸。「系統性改變」在人的能力中存在深厚的信念，令他
們可以採取行動去帶來改變2323。貧窮可以透過工作、學習、自發性創意和機會得到改善。聖
雲先會協會可以透過「系統性改變」，在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但有時我們的會友，需要好好
準備自己及接受技術性訓練。在網上可以找到即時的培訓課程的資料，而雲先大家庭亦可以定
時，向所有人提供。其中一項與「系統性改變」有緊密關連的社會項目計劃，就是為受我們幫
助的人，設立「職業(僱傭)介紹所」(“employment
agencies”)，正如在1845年出版的本會手冊內所建議的2424。

在由我們的會友史堅格(Ray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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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kinger)所著的《奧撒南傳》("Antoine-Frédéric

Ozanam")﹝2017年在美國印弟安納州出版﹞(Indiana,

USA,

2017)一書的第十一章內，刊載「系統性改變」(“Systemic
Change”)的專題，亦談及靈修、友誼和服務、聖雲先會工作與眾不同之處的主題，正如國際總會⾧在他自
1841年起所寫的通告書函這樣教導我們。

22

「社會秩序建基於兩種道德觀：公義與愛德。」[…] 公義有其限制，但愛德卻是無限大。受到誡命所感召去
對待他人如同我們希望他們如此對待我們，並正如我們渴求無限的美善，那些愛人類的人，將會體會到
我們所做的永遠都不足夠，直至我們已為做這件事而犧牲性命，及直至臨死時說：『我是一個不稱職的
僕人』 (I am a worthless servant”) 」﹝奧撒南在其著怍《在五世紀的文明》(“Civilization in the 5th
century”)【原名為「日爾曼的研究」(“Etudes
Germaniques”)】的第一章：「在墮落的世紀中的進步」(“Progress in the centuries of decadence”)﹞。

有關「系統性改變」的進一步資料，特別是關於那些受聖雲先會、及雲先大家庭的其他支部幫助的人在

23

面對目前所出現的挑戰上，我提議你們閱讀由霍根(Austin Fagan)所著的《透過針眼看世界》("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1989年在英國倫敦出版﹞(London, United Kingdom, 1989)一書。

在《聖雲先會1845年版本的手冊》內，刊載數份由我們的先賢所寫有關可以達致成果的工作﹝除了一般

24

性的愛德工作﹞的參考資料，用以幫助窮人脫貧。多項建議中的其中一項，正正是設立職業介紹所，為
失業者找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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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改變」的推行方法是相當簡單，因為它會帶來收入，幫助那些有需要人士改善生
活。可是，我們不要忘記隨著我們的受惠者的經濟得到改善，我們亦需要制訂一套「靈修上的
系統性改變」(“Spiritual
Systemic
Change”)，把福音的訊息，帶到那些我們所探訪的人，以便這類形的貧窮
–
在一切之上最為重要
–
可以被克服。我建議我們的協會，應該投放多些他們的精力、計劃和努力，在與「系統性改變
」有關連的行動上，用來互補他們所做的傳統愛德工作之不足。

3.10 協會會議
除了聖雲先會會員為那些有需要人士所做的愛德工作，我們可愛的聖雲先會的最重要特徵
，便是協會的會議2525，為會員是唯一機會去提出實質建議來表達成為聖雲先會的喜樂。在會
議中，我們把聖雲先的德行和我們的會祖的理念，付諸實行，加強在會員間我們的團結、禱告
、慷慨和靈修。出席會議定不要視為是一種責任，而更是在靈修的發展上，提供一種實用的機
會2626。國際總會批准舉行會議的兩種選擇，正如在國際會規(International
Rule)中清楚說明：每週或兩週舉行一次﹝切勿每月舉行一次﹞。最近，我們已拒絕向一個國家
內的協會發出登記証，因為他們是每月舉行會議一次，違反聖雲先會的傳統。我向我的聖雲先
會兄弟姊妹建議，他們的會議必須充滿喜樂、愛德和承諾，因為這才能令我們在成聖的路上邁
步前進。此外，協會工作的質素的一個可能性指標，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支援後，有幾多家庭
或個人的生活，得到有效的改善，而不是只著重我們所幫助的家庭的數目。

3.11 維護生命
在國際總會的所有文件，亦包括通告書函，在我們維護天主教教會的重要教導，特別是那
些有關保護生命2727上，說明我們是絕不讓步。我們定會繼續這樣做。我們定會強烈反對任何
有關在聖艾蒂安地區內的協會 (Conferences of Saint-Etienne-du-

25

Mont)的最初幾年的資料，我們建議你們反思由文高(Patrick de
Manceau)所著，並由國際總會發行的《奧撒南逝世百周年》("Centenaire de la mort de Frederic
Ozanam”)﹝1953年在法國巴黎出版﹞(Paris, France, 1953)一書。
26

《一位聖雲先會會員的思想與心靈》

(“The

Mind

﹝2001年在英國倫敦出版﹞(London,

and

Heart

of

a

United

Vincentian”)
Kingdom,

2001)是一份罕有的國際性聖雲先會文章，它刊載不少供協會用的優良神修頌讀資料。刊物是英格蘭和威

爾斯國家分會的構思，並且是一種基於在基督信徒的教會內的愛心上，有必要去支持教會方面，及如何
與它和諧地工作上，作反思用的資料。

保護生命的主題，是聖莫爾娜(Saint

27

Gianna

1962)的故事的一種驚人的特質，稱為「母愛的殉道者」(“martyr

Beretta

Molla)
of

(1922motherly

love”)。莫爾娜是一位聖雲先會會員，並是她所屬協會的秘書。她獲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Pope Saint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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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令墮胎或安樂死合法化的行動。我不會懷疑，如果奧撒南、白義或其他會祖是活在今天，
他們定會全體站出來，大聲疾呼反對威脅這些原則的聲音。我們的會規是非常清楚，第7.2條
說明「聖雲先會會員展望一個公義的社會。」會規強調，「聖雲先會會員要聆聽教會要求他們
參與締造一個更公平及賦同情心的社會秩序，促進生命的文化和愛的文明的聲音。藉此，本會
分擔教會的使命去透過可見的見證，以言以行，向世界福傳」。因此，有關聖雲先會對教會教
理的承諾，是毫無置疑的。我們與教會的基本聯繫，必須與幫助那些在他們生命中面對這些十
字路口的人的工作，連為一起。作為聖雲先會會員，我們的角色是去關懷那些受苦者，而不是
去判斷他們。生存權是所有人權中最基本的權利，而有關社會公義的問題，是建立社會的基礎
。願我們定要成為在任何場合中，從懷孕到自然死亡，都永不言倦的維護生命者。

3.12 社交網絡
最理想的是我們可以利用社交網絡2828，在虛擬世界內，加強聖雲先會的行動，而我是非常
高興見到在這方面發展得很快。我們的籌款運動和培訓課程，可以利用社交網絡的幫助來發展
，但要負責任和依照法定條件去進行，正如國際總會2929所規定的。當聖雲先和奧撒南利用他
們的私人時間寫超過千封信去傳播愛德構思時，試想如果他們是在今天，他們將會怎樣做？定
會利用現代資訊和通訊工具，例如社交網絡和互聯網的幫助。
可是，聖雲先會會員定要小心處理在社交網絡中發送有關討論的主題及圖像，因為有時不
安的情緒會對我們不利。每個人必須警覺，避免傷害我們可愛的聖雲先會。

Paul

II)封為聖人，因她為她尚未出世的孩子而犧牲性命。你們可以透過閱讀由記者孔尼亞(Gesiel

Junior)《在聖雲先會協會內的聖者》(“Santidad

en

Vicentinas”)﹝2019年在巴西阿維尼出版﹞

las
(Avaré,

Conferencies
Brazil

2019)一書，找到更加多關於這位神妙女士，一位在今日民間社會中對生命相對不認真的世界中的典範的

資料。這書刊，由國際總會贊助出版，提供數十個獲宣福或封聖的聖雲先會會員的傳記。是非常值得閱讀
的。

有關在現今世界社交網絡的力量，我建議你們閱讀由費古臣(Niall Ferguson)所著的《廣場和高塔》("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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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 and the Tower")﹝2018年在美國出版﹞(USA, 2018) 一書。

在2019年在波爾圖(Oporto)舉行的全體同寅大會上，國際總會接納兩項決議：「利用集體籌款(crowd

29

funding)方式的規條」和「利用社交網絡的道德規條」。兩者都可以在國際總會的網址www.ssvpglobal.org內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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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社交網絡中作政治性的評論3030，雖然是意向正確，但能夠令辯論變為激烈，並因
此會產生對立，每次都把和平的討論偏離原意。會員必須向只有建立在極大的包容和尊重才能
贏得的「和平文化」
(“culture
of
peace”)作出許諾。聖雲先會會員必須避免這種政治性的評論，因為它並不會帶來團結，或尋求
一致或和解， 而它會更重複犯下那些我們所指控或批評的人所犯的同一錯誤。
這一切一切都會引致不必要的傷害，是需要我們費很大努力才能夠把它重回正軌。同樣，
當我們以謙虛和簡樸來維護生命時，我們是不能容忍這種豪華的炫耀性表現。

3.13 在大家庭內需要糾正的地方
生命是成功和失落的混合體，而我們作為基督信徒，亦像其他人一樣，會受到它們的感染
。在聖雲先會會員之間，像在一個家庭內，輕微的糾正，是非常重要的﹝取材自瑪竇福音18:1
522﹞，它比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最終會令事情更加惡化的其他方法更好。該種在大家庭內的糾正
方式，在成聖的路上，是有必要，有用及重要的。如過要該種糾正方式成功，一定不要與抱怨
或痛苦連為一體，或者是在一切事上感到了不起，相反，是由愛和誠實來推動。在糾正一位兄
弟姊妹時，我們必須不發怒或表現緊張。如果我們以一種基督信徒和大家庭方式來處理，很多
誤會是可以避免！讓我們懇求天主用祂的智慧、在適當的時候和途徑去以愛來作糾正。
可是，正如聖經教導我們，如果該種在大家庭內的糾正未能發揮作用，與其他大家庭的兩
位成員，探訪該兄弟或姊妹。如果問題繼續存在，要求神師及分會幹事出手。永不把在本會內
的問題向聖雲先會以外的人士透露，或借助媒體的力量或用法律途徑去解決。有多種方法可以
解決我們之間，作為一個大家庭，的紛爭。不要讓閒言閒語破壞好人的聲譽，因為他們是不能
用自己的一套去向他人解釋。我們所有人都會犯錯，並為所犯的錯失懺悔。因此，聖雲先會會
員呀，在採取任何極端方法之前，讓我們在我們之間不偏不倚及具同情心。寬恕亦是基督信徒
不可被剝奪的標記。

3.14 目前的難題
作為基督信徒兼聖雲先會會員，我們是被召叫去成聖自己，並在一切事上，在世上活出這
份聖德3131。我們是不能無視今天的難題3232，很多都是由我們自己見到的道德危機所做成的
奧撒南的政治和社會行動的焦點，與他有智慧的工作的質素，是刊載在由昆羅素(Álvaro

30

Queiroz)所著的《奧撒南與19世紀的社會問題》("Ozanam

y

la

cuestión

social

del

siglo

XIX)

﹝2018年在巴西馬塞約出版﹞(Maceió, Brazil, 2018)一書內。建議供閱讀，反思和分享構思之用。

由仁愛修女會會士麥妮綺修女(Sister Betty Ann McNeil)所著的《雲先大家庭家譜》("The Vincentia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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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1993年在美國芝加哥出版﹞(Chicago,

USA,

1993)，是一本刊載雲先大家庭內不同聖人的書籍，以支部和國家來分類。是一本為所有聖雲先會會員都

是重要的書籍，特別是為在大家庭內的所有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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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占新聞很多篇幅的移民問題，要求政府撥出資源及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作出努力去解決的事情。為聖雲先會，我們在目前是在這社會性範疇內工作，在世界各
地有效地協作，提供住屋及為因逃避經濟危機、宗教迫害、飢餓或戰爭而被迫離開他們國家的
人服務。聖詠145首這樣寫。「上主保護陌生人」(“The Lord protects the stranger”)。
另一目前所面對的難題，是有關在世界多處地方所發生由市民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當權者
不滿及社會不公平的政治性抗議。聖雲先會會員必須考慮對這些情況的最佳處理方法，因為有
時這些表面看來是社會性運動，其實是政黨或對意識形態有興趣人士在幕後推波助瀾﹝策劃﹞
。聖雲先會會員亦必須考慮環境因素和氣候變化，因為如果我們不關心我們的環境，我們最終
會激怒天主，因為祂賜予我們地球好好去生活。如果環境條件變差，貧窮情況亦會增加。我們
可以與那些受我們援助的人，設法避免浪費食水，及妥善處理固體廢物，作為協會在與那些最
需要人士作個人接觸時可以採取的一種簡單方法。

3.15 前任領袖在我們會員中的價值
聖雲先會的會籍，是天主的一份真正恩賜，是聖神委托給我們的一種偉大使命及一份鉅大
的責任。而對服務於本會的領導階層來說，更為重要。
會長的角色，無論是在協會、分會或社會性項目計劃上，為妥善執行聖雲先會的工作，他
們是極為重要，正如與在聖雲先會內的部門協調人和其他特殊工作單位的經理看齊，秘書、財
政和副會長的角色，是有同樣非常重要的地位。
同樣，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前任的領袖，他們在指導及支持現任的領袖上，是非常重要的
人物，令後者可以妥善地履行他們現時在聖雲先會事務上要擔當的公職，並在可能的最佳情況
下，「減少犯錯的機會」(“make fewer mistakes”)﹝正如奧撒南曾經講過3333﹞。

由前任墨西哥會⾧嘉斯達(J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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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añeda)在2019年十一月12日在《紐約時報》(“New

Times”)所發表名為《為在智利的平等而呼號》("Clamando

por

la

igualdad

York
en

Chile)的文章內，提供清晰及權威性的一些理由為甚麼人們要為影響世界多處地方的政治、經濟、就業及

社會改變而遷徙。我建議閱讀該文章，它提供在今日世界的一個重要觀點，及要求改革的公民的不滿，
特別是在理想幻滅的世界內。在以「在希望中侍奉」(“serving

in

hope”)為格言的聖雲先會內的我們，定要繼續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發聲。

例如參照奧撒南寫給首位聖雲先會國際總會⾧白義的信：「你令我們慣常都以你為聚腳點、年青基督信

33

徒的顧問兼朋友；你過往的善意，給予我們依賴你未來善意的權利；你所給予我的一切，將會帶領我去
希望為我的朋友找到同樣的一切」。﹝1834年十一月3日寫給白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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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的前任領袖，是一位幫助解決難題，擔當初步顧問一職，及當受到邀請時就不同事
務提供意見的人。一位好的前任領袖的條件，是一位為現任領袖祈禱，懇求聖神為後者轉求，
令他們可以好好領導聖雲先會工作的人。
一位好的前任領袖，必須要靈活、溫良、和靄及最重要的是尊重，永不被捲入爭執。和解
的精神，必須成為一位前任領袖的重要基礎，他應該把他的專長，投放在機構的服務上。
一位好的前任領袖，必須是一位公平公正的倡導者，是那些具最好經,驗的芳表，一位諒解
及溫良的門徒，當見到邪惡的陰影時，會表現出聖雲先德行的人。前任的領袖，必須是能幹，
當現任領袖受到壓力、批評或惡意、虛假及令人沮喪的批評時，給予適當的支持。
一位好的前任領袖，是一位以比個人利益或虛榮更加重要的事情為出發點去幫助、建立、
整合、保護、減少紛爭及提升要分享的結果的人。好的前任領袖，必須在真正團結我們及令我
們更加強大去服務有需要人士的某些領域上，集中他們的精力和經驗。
一位好的前任領袖，定要尋求一致；拒絕分裂；維護團結；衷誠合作及協作。他們是被天
主召叫去扮演「和解使者」(“diplomat
of
reconciliation”)的角色。同時，一位好的前任領袖，必須不要保持沉默不發聲，但最重要的是
他們必須明白自己的角色，只是現任領袖的指導者和激勵者，避開能產生不必要傷害的紛爭。
前任的領袖，由於他們在聖雲先會架構內的重要性，必須在解決難題方面，成為一種催化劑。
我為此而向天主祈求。

3.16 祈禱和靈修
廣為人知，聖雲先會協會會員是了不起的人物，他們設法，透過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兄弟姊
妹去克服他們的不幸，從而為他們賺取更美好的生活的愛德工作，來改變社會的現狀。這種值
得嘉許的行動，是不可以降格為純粹的社會行動主義(activism)，或只是提供物質、衣物、食物
、藥物和居住設施。
這全部都是重要的，而當有人感到絕望時，我們必須永不停止提供這種援助。但我們是不
能忽略本會的靈修方面3434，包括向受我們幫助的人福傳及協助我們的會友在通往天堂的道路
3535上的靈修發展3636。
我們經常都會找到有關奧撒南嶄新及令人著迷的事情。由我們的會友賈梅士(Alberto

34

Gomes)所著的《費德力‧奧撒南一書》("Federico
Portugal,

Filgueira

Ozanam")﹝1994年在葡萄牙奧波圖出版﹞(Oporto,

1994)一書，描述一位熱心的奧撒南、一位經常的溝通者，在前往日常的工作前，習慣每天都用30分鐘作

祈禱和默想。我們建議閱讀這本書。

有關聖雲先會會員的靈修，一本可以用作反思寫得很好文章的非常值得閱讀的書籍。是名為《在第三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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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的聖雲先會平信徒》("Laicado

Vicenciano

para

el

Milenio”)﹝2003年在西班牙撒拉曼卡由CEME發行﹞(CEME, Salamanca, Spain, 2003)。

Ter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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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和作社群性祈禱，參與彌撒，閱讀及默想福音，過完滿的聖事生活及尋求救贖，必須
成為每位會員的關注點，正如我們的眾會祖是這樣教導我們。哀矜(Works
of
mercy)是一種表達這份在主內的真正「精神浸淫」(“spiritual
immersion”)。結合這兩種功德﹝精神上和物質上﹞，在達致我們在這個地球上的目標，是主要
的。
因此，我鼓勵全世界的所有聖雲先會會員，要更加信賴上智的安排，並懇求天主在解決紛
爭和克服難題時，啟迪他們。讓我們把我們的未來，聖雲先會的未來及那些透過聖雲先會的愛
德去接受我們服務的人的未來，放在天主的手中。讓我們以較大的溫良、友誼、社會正義、熱
誠和在天主的子女之間的愛心來說話。讓我們成為眾人之光，正如主耶穌基督這樣要求我們。
協會將會蓬勃發展，如果他們的會員的靈修是全面及可作為模範的。

3.17 獨立自主百周年
我們會在2020年慶祝由教宗本篤XV世 (Pope Benedict XV)所簽署的「梵蒂岡公告 」(Vatican
declaration)
面世百周年，它給予聖雲先會完全獨立自主的地位。這公告稱為1920年十一月13日的
「梵蒂岡的科連特斯決定」(“Vatican’s Corrientes Decision”)。
宣言是在由阿根廷科連特斯(Corrientes)
主教向梵蒂岡所提出的一項正式調查後而發出的文件，調查是為解決一宗在聖雲先會協會與當
地教會之間的物業業權糾紛。
在研究經過法律程序的事實後，梵蒂岡採取以下的取態：「嚴格來說，除了由教會當局成
立或領導的教會組織外，亦有其他為熱心恭敬的目的，但是在平信徒的管治和權力下而成立，
並只是由教會當局批准或推薦的信徒小組。當一個組織並非靠教會而生存，或並非是教會因法
律的目的才承認，或並非是由教會當局成立或領導，但只是由平信徒在自訂的規章下成立，是
這個過案所涵蓋之外。在這些關連上，聖雲先會，或聖雲先會協會，要為它的名聲和它的表徵
站出來」。
大家必須注意，聖雲先會獲天主教教會的正式承認，是在更早更早之前出現，是在1845年
八月12日，透過教宗額我略XVI世的指示
(Brief
of
Pope
Gregory
XVI)，批准本會的運作方法和目標，並制訂給予會員的各種自我決定(indulgences)。
基於由教會所公佈的宣言，聖雲先會的國際會規釐定下列準則：「本會在它的存在、會憲
、組織、會規、活動和內部管理上，是合法獨立自主的。根據自己所訂的規條(Statutes)和在個

透過閱讀為聖雲先會會員的神恩而寫的主要聖經章節﹝例如善心的撒瑪利亞人和其他的比寓﹞，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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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多些有關主的慈悲，我們提議閱讀由范斯倫兄弟(brother
CMM)﹝雲先大家庭的一個支部﹞所著的《愛的慈悲》("Barmhartige
Liefde”)﹝2017年在荷蘭出版﹞(Netherlands, 2017) 一書。

Wim

Versch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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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國家內的有效法律，會員是有自由去選擇自己的幹事，並以絕對的自主去舉辦本會的活動和
管理財產。」

4. 國際克拉費年
作為第十六任國際總會長，我很高興告訴你們，2020年是國際克拉費年。他是七位朋友之
一， 在1833 (3737)年，與其他六位共同創立我們可愛的聖雲先會。
像白義(Bailly de Surcy) 年 (2017)、拉利(Lallier) 年 (2018) 和拉馬謝 (Lamache) 年
(2019)一樣，我們將會鼓勵在全世界的所有聖雲先會會員，發掘更多有關克拉費生平的資料，
他是本會七位共同創會者中最鮮為人知的一位。

4.1 文學性徵文比賽
在2020年二月8日，國際總會將會啟動名為「首個協會 - 克拉費」(“The First Conference Félix
Clavé")
的第四屆國際文學性徵文比賽。凡提供有關克拉費在個人方面、專業上、作為聖雲先會會員身
分和家庭生活上，他對成立首個協會的貢獻上，及他對聖雲先會在世界性的擴展方面，的嶄新
或鮮為人知的細節的入選參賽文章，將會獲得獎品。
國際總會理事會一向都非常重視七位共同創會者在聖雲先會的歷史中的重要性，不單止局
限於有關真福奧撒南(Blessed
Antoine-Frédéric
Ozanam)，我們最偉大的典範的生平，亦關注其他先驅對教會方面，對那些有需要人士的服務
及對人道事業上的貢獻。真福奧撒南的列品程序3838，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進展良好。
國際總會相信這項名為「首個協會
克拉費」的國際性比賽，將會將以往幾年一樣，成功地舉行，頒發獎項給來自世界各地的聖雲
先會會員。這正是我們所期待的：對我們會祖們的生平和工作，他們的優點和德行，及對他們
的不足，有更廣泛及更深刻的了解。這是其中一個我們期望國際總會長在他的任期內能夠達致
的主要目標。

我們並非生活在1833年的光景，但天主卻容許我們在今天的2020年生活，跟隨七位會祖的足跡去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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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在聖神的光照下，茁壯成⾧及發展聖雲先會的愛德工作。

有關奧撒南的宣福及宣聖細節，我們建議你們閱讀由文弟士神父(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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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s)所著的《費德力‧奧撒南：一份編年紀》("Federico
cronología")﹝2019年在葡萄牙的波爾圖出版﹞(Oporto,
2019)一書。它提供列品程序的預期時間及當前的進展。

Manuel
Ozanam:

una
Portu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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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國際總會即將在數星期後藉網頁(www.ssvpglobal.org)頒佈的參賽規則中指出，並根據
過往所使用的比賽指引，獎品將以現金方式3939頒發給勝出的參賽者和他/她所屬的協會。我們
肯定有關克拉費的學術性文獻，將會像白義、拉利和拉馬謝的文獻一樣，有非常高的價值，並
提供這位對聖雲先會的歷史是如此重要的人物的生平上的一些引起興趣的軼事和細節。

我們邀請所有上級分會發表有關克拉費在創立聖雲先會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文章
和供反思用的參考資料，藉此激發大家對他的生平和工作的個人方面、專業上、學術成就和在
聖雲先會內的貢獻的學習，這將會對國際總會在成功舉辦這2020國際主題年上有莫大的幫助。
國際總會提議在2020年十二月8日，即國際克拉費年的閉幕日，在全世界所有堂區內，舉行
感恩聖祭，彌撒的特殊意向是為紀念會祖之一的克拉費(Pierre-Emmanuel-Félix
Clavé)。同樣，在2020年十一月9日，即克拉費的忌辰當日，協會要在聖雲先會會議中，重溫他
的故事，誦讀有關他的篇幅， 作為神修誦讀的項目。
國際總會現屆理事會，將會繼續努力不邂，確保這七位共同創會者的事跡，將會廣泛為人
認識，愛戴及作為芳表去效法；因為聖雲先會的成立，是一項集體行動，而他們在這個新成立
的善會的歷史上，是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4.2 克拉費究竟是何許人也？
克拉費(Pierre-Emmanuel-Félix
Clavé)
是在1811年七月8日在法國南部出生，很可能是在上比利牛斯(HautesPyrénées)，雖然有些著作記載他是生於圖盧玆
(Toulouse)。他在1831年遷到巴黎居住，並逗留至1838年。他是一位非常有學問﹝文化﹞和勤
力學習的人，通曉多種語言，並屬於上流社會一族，包括法國望族、名人和達官貴人。在那時
候，他愛上一位女孩，但只是單戀，因為該女孩認為他的社會地位比她低微，並不門當戶對。
這項拒婚令他感到非常苦惱。
克拉費與白義、奧撒南及其他屬於歷史和愛德協會(Conferences
of
History
and
Charity)的其他學生是深交。不久，他與他們共同創立聖雲先會。他亦在他所居住的巴黎的聖
菲理伯區(St Philippe du Roule)，成立一個聖雲先會協會。
在1838年，他移民到阿爾及利亞(Algeria)﹝當時是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並嘗試在該國的
首都成立一個協會，雖然得到奧撒南的努力協助和當地主教的鼎力支持，但最終都胎死腹中。
在1839年，他偕同他的墨西哥姐夫/妹夫朱奕達(Manuel
Zulayeta)和他的姊妹婕莉妮(Petronille
Mary-Louise
Céline)前往墨西哥工作。他在該國居住多年，並能操流利的當地語言，交談和書寫同樣到家。

我們感謝意大利南蒂羅爾(South Ty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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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y))中央分會的慷慨和持續的資助，令國際總會有能力去每年支付獎金給入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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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費的名聲和個人生活，受到著名的「萊花榭夫人事件」(“Case of Mme Lafarge”)
嚴重抹黑，事件在當時是在媒體中廣泛報導。萊花榭夫人是一位不忠的法國婦人，她毒害她丈
夫為獲取他的遺產，並偷取她一位朋友的名貴珠寶。為設法證明她是無辜，萊花榭夫人捏造一
些花言巧語的故事，企圖拖一些人，包括克拉費，落水，而克拉費的名字，無端端錯誤地出現
在刑事程序中。他從未被起訴干犯任何罪狀，但萊花榭夫人的辯護律師，取巧地利用他在社會
上的低微地位，發表激烈的攻擊言詞和不利的假證供，嚴重影響克拉費的信用。
雖言他並未真正被起訴，而主審法官亦完全解除他的刑責，但克拉費的名聲，經已嚴重受
損，而他的生活卻，因此事件而大受影響。他的精神和健康狀況之所以每況愈下，是受到「萊
花榭夫人事件」的嚴重傷害而引致。
他在1847年二月11日在巴黎的雪地聖母堂(Notre
Dame
de
Loreto)﹝巴黎第九區晏頓堡壘街十九號(19 rue Châteaudun (Paris 9e).)﹞與宋瑪利 (Marie-Louise
Sorg)
結婚。夫婦二人並沒有子嗣。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由於他的精神狀況，克拉費的夫人，需
要把他送到位於比利牛斯 (Pyrenees) 的一個療養院接受精神問題的治療。
他在1853年十一月9日在波城
(Pau)
逝世，享年42歲；在同一年，聖雲先會亦失去七位會祖中的另一位：奧撒南(Antoine-Frédéric
Ozanam)
，享年40歲。克拉費是被埋葬在法國南部的波城，接近露德。國際總會理事會，將會在天主的
聖意容許下，在今年九月到他的墓前致祭。
經個多年來的不斷探索，我們終於找到我們會祖克拉費的肖像。一位巴西的會友，在互聯
網中搜尋，發現一幅我們這位共同創會者的相片；它已被廣泛傳送到所有協會、分會和聖雲先
會的其他小組，並得到高的評價。在得到這個肖像後，國際總會可以把全部七位會祖的相片，
都安放在照片廊內供人憑吊，並終於可以把由於克拉費被捲入法律訴訟而引致並沒有留下肖像
的傳言，一一對外澄清。
克拉費是多份刊物和文章，包括一本詩集及一本在1848年所寫名為
《庇護IX世的歷史》(“Histoire
de
Pie
IX”)，的作者。國際總會現存有一份該書藉的稀有西班牙文文本。該書提供梵蒂岡在外交方面
一些背後不為人知的資料，記載教宗庇護IX世是如何以他的政治技巧來化解一些可能出現的危
機，及教宗在教會的運作上所作出的一些有關教理的更新。這本由克拉費所著的書藉，在有關
天主教和聖雲先會的刊物當中，是一本了不起的典範，但是鮮為人所認識。
克拉費是一位備受尊崇的人物，雖然他飽受各種屈辱和誹謗，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
他將會在聖雲先會的歷史中，以其中一位共同創會者的名銜，流芳百世。如果沒有他，聖雲先
會可能將不會像今天一樣。今天的聖雲先會會員，將會為克拉費的傳記而感到驚嘆，原因他在
這個虛偽、自私、不公義和被人拋棄的世界中，飽受折磨，並他在生命中不同的時期，背負各
種的十字架。簡單來說，他所受到的苦難，在今天的世界中，我們會稱為遭到恐嚇、是「假消
息」(“fake
news”)
的受害者、受岐視及為社會所摒棄。他是一位值得敬仰的人，他把他的受苦獻給天主，作為對
上主的崇敬。

5.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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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聖雲先會會員，通告書函是一份文件性的寫作，透過它，國際總會長可以直接，無
需透過中介人，向最基層的所有會員和志願者暢所欲言，表達他的想法，反思聖雲先會的實務
，建議改革及更新我們的取態。
定時檢討我們的工作，思考有關未來的計劃及重新策劃我們的策略永遠都是最好不過的。
你們未必會完全同意我在這封通告書函內所寫的一切，但至少有一樣是肯定的：你們會清
楚明瞭聖雲先會國際總會長的想法。
作為我這篇書函的結語，我希望談及在我們中間的喜樂，及聖雲先會會員微笑的重要性。
微笑是進入靈魂的門戶。因此，無論發生甚麼事，理想的取態是經常都保持正面、熱誠、靈活
、友愛、和微笑。微笑使自己保持開放。
而為作為聖雲先會會員的我們，這勸導在三方面是重要的。首先，我們或許永不以一種哀
傷、憂愁或失意的心情去接受任何的善工。微笑是我們令溝通變得暢順所需要去踏出的第一步
，因為它會促進愛德事業的有效性。「應與喜樂的一同喜樂」(“Rejoice
with
those
who
rejoice”)﹝羅馬書12:15﹞(Romans
12:15)。微笑是良好溝通的關鍵。
第二個理由為甚麼要微笑是它會消除任何類形的漠不關心，無謂的衝突，不想見到的破碎
、苦楚和虛偽，因為它會軟化那些肯定不會希望得到這些愛心和熱情的其他人的心。「那時，
我們滿口喜氣盈盈，我們雙唇其樂融融」(“Our mouths were filled with laughter, our tongues with
songs
of
joy”)﹝詠126:2﹞(Psalm
126:2)。
微笑的第三功能是令聖雲先會會員的微笑，在締造一個在本會協會會議和活動中，在我們
的工作中及在分會內會員之間營造友好氣氛時，變得重要。當歡迎新會員、訪客和司鐸時，特
別是在與那些有需要人士接觸﹝例如在家訪時﹞時，微笑亦是重要。微笑是熱烈歡迎的最佳表
現。
世界仍然充滿苦楚、鐵石心腸、忘恩負義和不公義。因此，一份不起眼的微笑，單純但誠
懇，足以把冰山破開﹝破冰﹞及減輕憂愁。一份真心的微笑，定會在人與人之間建立橋樑，並
使他們心連心。微笑會消滅罪惡；克服漠不關心；鉗制輕視；埋葬偏見；帶來和解；舒緩破碎
心;靈；及完全滿足那些因微笑而得益的人。微笑是喜樂的徵兆。微笑是基督信徒的標誌。
因此，
讓我們為微笑歡呼，並在我們的環境中，特別是在協會的會議中，不斷激勵善心。這標誌令作
為基督信徒和聖雲先會的我們變得與別不同。
以下是節錄自由一位葡萄牙會員在最近所寫的一篇文章；
我請求每一位會員在他們的協會中反思她的詩句的含義：
當有一個人不能過著有尊嚴的生活時，
當有一個單獨的飢餓小孩出現時，
當有一個人失業時，
當有一個人認為自殺是唯一的選擇時，
當只有一個孤單的老人出現時，
每當只有一個缺乏醫療照顧的病人出現時，
當只有一個因不公義而受苦的人出現時，
聖雲先會，偕同它的協會和會員，是有足夠理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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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我們來說，貧窮是有很多不同的面貌！
我懇求美善的上主降福我們，並保護我們免於凶惡，照顧每一位聖雲先會會員及其家屬，
特別是他們的健康。同樣地，我懇求童貞聖母瑪利亞降福那些受我們幫助的人、長者和小孩。
請你們堅持繼續去為全世界而做的了不起工作吧！為了這一切一切，我藉聖雲先(Saint
Vincent)和蘭何撒里(Rosalie
Rendu)4040
的手，偕同耶穌基督和聖母瑪利亞，多謝你們對這份通告書函的關注，並致以我的兄弟情誼，
永遠都在希望中侍奉。願2020年成為在我們的聖雲先會協會、分會和特殊工作單位內一個豐收
的一年。

Member Renato Lima de Oliveira
第16任國際總會長歐禮華會友 謹啟

40 有關真福蘭何撒里(仁愛修女會) (Daughter of Charity) 及會租之一的代揚迪 (Auguste Le Taillandier)

的某些引人入勝事跡，你們可以在由遣使會會士古維納神父
CM)所著的《在雲先大家庭內的聖者》(I

santi

(Father
della

Giuseppe
Famiglia

Guerra,
Vincenziana)

一書中找到。他是奧撒南列品程序的申請人 (postulator for the cause for the canonisation of Frédéric
Oza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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