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与他人共融年 

圣神降临节九日敬礼 

 

搭起友谊的桥梁 

 

 

 

 

此九日敬礼由在菲律宾北部省会 

参加第12届圣神会国际导师培训班的老师和学员共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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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准备祈祷氛围的要求: 

在祈祷室中间地板上放置一个足够大的红布，摆放成圆形。先从一个小的圆形开始。每一天标志物都

会放在此红布上。随九日敬礼不断地进行，根据每日标志物所占的面积，这个圆形也要不断地要扩大(

但要一直保持圆形)。这块圆形的红布面积不断地的扩大，标志着我们不断地在扩大我们共融的范围。 

 

每日的标志物： (可以选择) 

第一天: 一张表达家庭彼此相爱的相片 

第二天: 喜乐 -- 放一只蜡烛      

第三天: 平安 --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图片或绿色植物 

第四天: 忠信 -- 几只手紧紧地围成一个圈的图片 

第五天: 善良 -- 十字架    

第六天: 美善 -- 一个小盆子和毛巾     

第七天: 真理 -- 放一个教会之外代表其他宗教神圣的象征物    

第八天: 温和 -- 放置一张圣母像或一张妇女的相片 

第九天: 节制 -- 圣经或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在这九日敬礼的每一天，我们都会为扩大我们与某一特定群体共融的范围祈祷。如果可能的话，邀请

一个或多个特定群体的人参加祈祷。例如，当为工作伙伴祈祷时，可以邀请同事或雇员。 

每日的开始祷词和结束祷词: 

每日开始祷词: 

全体: 天主圣神，请你降临！你是转变生命的气息,你是从圣父圣子爱的共融中流露出来的* ____之神

。 

      在第一个五旬节，你降临到玛利亚和门徒聚集的楼上的房间里。你赋予他们能力，使他们走出

来， 

      宣讲你是一位使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语言的人团结共融的圣神。在我们迎接新的五旬节到

来 

      之际，我们呼求你，天主圣神，请给我们注入新的生命，使我们与你有更亲密地共融，并带领 

      我们走向与他人更好的共融中。 

领经者: 请开启我们的眼，使我们能超越我们彼此的差异，承认人类的多样性是你神圣的创造和慷慨 

        的表达。 

全体:   天主圣神， 请你嘘气！ 

领经者:请开启我们耳朵，使我们倾听那超越语言的声音，即听到在每个人心灵深处渴望的共融呼声！ 

全体:   天主圣神， 请你嘘气！ 

领经者：请开启我们理智，使我们真正感受到整个造物之间如此奇妙地相互关联；这所有的一切都在 

        你内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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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天主圣神， 请你嘘气！ 

领经者: 请开启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准备妥当领受你，欢迎你再次降临到这个五旬节

。 

全体:    天主圣神， 请你嘘气！ 

 

每日结束祷词 

天主圣神，当耶稣只想把他的使徒服务限制在犹太人中间时，你转化的能力挑战他扩大了他对自己使

命的认识。同样，你们也要求我们认识到，我们要超越自己的舒适环境和认识到的有限的使命。愿我

们能意识到你不断地召唤我们走向更大的皈依，进入到与你和与我们彼此间更深地共融中。当我们迈

向这个新的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的心要以*          的精神拥抱所有的民族，从而把他们吸引到这个

不断扩大的共融的循环中。阿门。 

*每日开始祈祷和结束祷词的主题如下： 

第一天：圣爱              第二天：喜乐                 第三天：平安        

第四天：忠信              第五天：慷慨                 第六天：美善   

第七天：真理              第八天：温和                 第九天：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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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与家庭和青年共融 

领: 在圣爱之神的启发下，让我们扩大与家人和青年共融的范围。(静默中，一位修女将今天的象征物 

    放在准备好的祈祷图案上---即一块呈圆形的红色布上)                                                                                                                                                       

领: 让我们静默片刻意识到自己的临在…在宁静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蒙召与我们的天主共融…与我 

    们的世界共融…与所有的受造物共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祈求圣爱之神，把所有的家庭 

    和青年都带进我们共融的范围内。（暂停) 

开端词:     

在教会宪章 11 中，家庭被描述为"家庭教会"。未来的教会就是靠现在的青年们，他们是未来教会的支

柱。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家庭，包含着它所有的美善和缺限，家庭是信仰的第一学校，是爱

和关怀我们邻人的地方，也是学习和滋养受造物的地方。 

教宗方济各曾说：“夫妻相爱与传生人类是一个真实的、有生命的图像…从中显示出天主是造物主和

救世主。”他又说：“三位一体的天主是爱内的共融，家庭是它活生生的反映”(AL 11)。这给我们揭

示了家庭在这个世界上的神圣使命就是“成为爱”。 

开始祷词 (第一页)      向圣神的赞美诗 

圣经章节: 格前 13: 4-8a 

 (静默片刻，反省) 

 

圣经章节反省 

  “三位一体的天主是在爱内的共融，家庭是它的活生生的反映”(AL 11)。因此，在家庭中的任何分

裂和破裂都会导致教会生活和社会中的爱遭受分裂和破坏。 

 我怎样才能更好地聆听与我有联系的家庭所面临的挣扎？我个人或我的团体能向有需要的

家庭提供什么帮助？ 

 为了支持青年们和年轻的家庭能更多的地参与教会生活，我和我的团体，可以采取哪些具

体措施？ 

祷词： 

领:  家庭蒙召成为三位一体的天主爱内共融的活生生的反映，但许多因素阻碍了家庭实现这一事实的 

     可能性。 

     在贫穷的家庭，母亲们竭尽全力为孩子们的温饱而奋斗；父亲们为他们无法满足家庭的基本日 

     常需要而沮丧；孩子们因饥饿而无食充饥在哭泣。                                                                                                      

全体:  天主耶稣，请遣发你的圣神降来，好使大地焕然一新！ 

领:  为因战争或灾难而分离的家庭、为逃离冲突和饥荒而流浪的家庭、为居住在临时住所和难民营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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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家可归家庭祈祷。 

全体:  天主耶稣，请遣发你的圣神降来， 好使大地焕然一新！ 

领:   为关系破裂、成瘾和家暴而受伤的家庭祈祷。 

 

全体:  天主耶稣，请遣发你的圣神降来， 好使大地焕然一新！ 

领:  为年轻人们祈祷，尤其是那些对生活感到失望和沮丧的年轻人。 

全体:  天主耶稣，请遣发你的圣神降来， 好使大地焕然一新！ 

领:   为年轻人祈祷，让他们明白他们是真正被欣赏和被爱的人们。 

             

全体:  天主耶稣，请遣发你的圣神降来， 好使大地焕然一新！ 

领:    为老师、青年团体的负责人和所有与青年们一起工作的人们祈祷，愿他们可以支持和鼓励我们 

       的年轻人发展他们的天赋，明白他们在生活中的使命。 

 

全体:  天主耶稣，请遣发你的圣神降来， 好使大地焕然一新！ 

天主经 

结束祷词 (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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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 

与其他修会的共融 

领:   借着喜乐之神的启发，让我们扩大与其他修会共融的范围。(静默中，一位修女将今天的象征物 

      放置在预先准备好的祈祷空间中)。                                                                                                                                                    

领:  让我们静默片刻意识到自己的临在…在宁静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蒙召与我们的天主共融…与我 

     们的世界共融…与所有的受造物共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祈求喜乐之神，把在我们生活 

     中可以接触到的修会带进我们共融的范围内。（暂停) 

开端词    

对共融的渴望深深植根于圣杨生神父对他所创立的三个修会的愿景中。这是我们共同的灵修和传教神恩。这一愿景在

我们的刻经祈祷中尤为明显：“让我们在他内合而为一”。教宗方济各在“奉献生活年文告”中针对修会人士（和以

别的方式度献身生活的人们）说：“哪里有修道人，那里就有喜乐！”，这些人应成为共融的专家。教宗还表达了他

的希望，希望不同修会的成员之间能有更多的交流互动，并希望大家在地区和全球的层面，在开展培育、福传和社会

工作的项目上一起合作。 

开始祷词 (第一页)      向圣神的赞美诗 

圣经章节: 菲 4:4-7   

 (静默片刻，反省) 

圣经章节反省 

     反省我们当地的情况，我们是否有办法实现教宗方济各的愿景，使各修会的会士都成为“喜乐的人”和“共融的专家”？ 

 如何增进我们圣神婢女与圣言会以及与其他修会的工作关系？ 

祷词 

领:  我们为所有的修会会士祈祷，愿我们都能忠于自己的圣召，成为福音喜乐的证人。                                                                                                      

全体:喜乐之神， 请充满我们的心。 

领:  我们为所有献身于主的人祈祷，愿我们所有献身于主的人都能回应教宗方济各的呼吁， 成为共融的专家。                                                                                                                                             

全体:喜乐之神， 请充满我们的心。 

领:  愿我们常能以一颗开放的心去聆听圣神的召叫，携手共进，回应社会上最弱小者的需要。                                                                                                       

全体:喜乐之神， 请充满我们的心。 

领:  愿圣杨生神父创立的三个修会能在更深层的共融中共同成长。                                                                                                                                               

全体:喜乐之神， 请充满我们的心。 

领: 愿国际 Vivat（为瓦特）连同南苏丹与希腊的难民项目和我们省会所有为社会弱小者的使徒服务，将永远成为来 

     自天主的喜乐和希望的标记。                                                                                                 

全体:喜乐之神， 请充满我们的心。 

赞主曲 

结束祷词 (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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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与不同文化的共融 

领:  借着和平之神的启发，让我们扩大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共融范围(静默中，一位修女将今天的象 

     征物放在预先准备好的祈祷空间中)。                                                                                                                                                  

领:  让我们静默片刻意识到自己的临在…在宁静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蒙召与我们的天主共融…与我 

     们的世界共融…与所有的受造物共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祈求和平之神，把在我们生活 

     中遇到的不同文化人们带进我们共融的范围内。（暂停) 

开端词 

     我们与陌生人和不同文化的人们相遇，向我们显示出了天主的“另一个面容”--即对我们来说还

不太熟悉的且很神秘的天主的面容。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不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我

们熟悉且习惯了的天主的面容，而是那常常挑战我们且打扰我们的天主的面容。  

圣言会的安多尼·佩尼亚神父说：“如果我们都学会用天主的眼看世界，我们的世界将会有多大的不

同？在天主的注视下，敌人变成朋友，阻隔的墙壁变成敞开的大门，陌生人变成兄弟姐妹，分界线变

成桥梁，多样性导致的不是分歧和冲突，而是和谐与统一。” 

开始祷词 (第一页)       向圣神的赞美诗 

圣经章节:  卢德传 1: 16-18  

 (静默片刻，反省) 

 

圣经章节反省 

卢德和纳敖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类有可能超越宗教和文化边界的最好的图像。当我们学会通过天主

的眼看我们的世界时，这种能力就实现了。 

我们跨文化的团体能够成为与天主的“另一个面容”具体相遇的地方。 

 评估一下在我的生活中，我是怎样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修女们相处的？我真的对她们开放吗？…

在我具体的团体中，那位（些）修女为我还是“陌生人”？ 

 面对天主的这“另一个面容”，天主邀请我需要具体做什么？ 

祷词 

领:    我们的世界因种族战争和冲突而严重的分裂。 

全体:  和平之神，请治愈那些继续还在寻求报复的国家；教导我们以耶稣之名彼此宽恕。 

领:    当耶稣还生活在世界上时，他特别为使我们能在他内合而为一而祈祷。 

全体:  和平之神，帮助我们能彼此相爱，和睦相处。 

领:  所有受造物都在呼喊治愈与和平。 

全体:  和平之神，请使我们成为你治愈与和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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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你邀请我们走上你正义和真理之路。 

全体: 和平之神，请赐给我们克服我们的偏见和承认我们的软弱的勇气，。 

            （加自由祷词） 

赞主曲/谢主曲 

结束祷词（第二页）（也可以用下列祷词代替） 

犹太人的和平祷词 

来吧，让我们攀登上主的圣山， 

前往雅格的天主的圣殿。 

我们将把刀剑铸成锄头， 

把长矛制成镰刀； 

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 

国家与国家不再动兵打仗； 

从此，再没有人会恐惧害怕， 

因为这是万军的上主亲口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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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与平信徒工作伙伴的共融 

领:  借着忠信之神的启发，让我们扩大与我们平信徒工作伙伴共融范围(静默中，一位修女将今天的 

     象征物放在预先准备好的祈祷空间中)。                                                                                                                                                  

领:  让我们静默片刻意识到自己的临在…在宁静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蒙召与我们的天主共融…与我 

     们的世界共融…与所有的受造物共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祈求忠信之神，把在我们生活 

     中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平信徒伙伴们带进我们共融的范围内。（暂停)                                                                                                                                                     

开端词                                                                                                                                                                                        

与平信徒合作是我们传教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圣阿诺德杨生神父传教事业的发展，修会的建立，

就一直是依靠平信徒恩人们忠实慷慨的捐助。他对天主恩宠的信任促使人们成为这伟大工程的一部分

。这也给了圣阿诺德杨生神父继续进行项目的勇气，正如他自己所说，钱还在人们的口袋里。我们自

己修会成立的源头也是来源于在圣弥格传教院多年服务于厨房的女仆们。这是她们愿意成为一名名副

其实的传教士的热切渴望的表达方式。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会祖杨生神父和创会先辈们都特别重视

通过避静活动和讲习来培育平信徒。今天，在许多地方，我们也特别依靠我们的平信徒伙伴和同事，

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使徒服务项目和机构，这也是他们表达对天主虔信的一种方式。 

开始祷词 (第一页)       向圣神的赞美诗 

圣经章节:  哥 1: 9-13 

 (静默片刻，反省) 

 

圣经章节反省                                                                                                                                          

   当我们反省我们“与他人共融”时， 我们被邀请扩大并加深我们与平信徒工作伙伴的合作。 

 我个人如何看待那些为我们工作的人，是员工或工作伙伴？我如何对待那些与我们合作和

为我们工作的人员？我如何与他们交谈？ 

 我如何对待那些来到我们中间做传教体验的平信徒？ 

 我们(省会/团体)是否开放的接受那些愿意参加我们使徒服务的志愿者们？ 

 

反省后， 花一点时间两人一组分享 

祷词 

领:   为我们的平信徒工作伙伴和使命中的合作者在我们修会的使徒服务上的莫大贡献， 我们感谢忠 

      信之神。 

1. 为我们国际性圣神爱心会的成员们祈祷，愿他们在圣神的爱内成长，并在祈祷和支持

我们的使命的承诺中加强。 

2. 为我们平信徒自愿者传教人员祈祷，愿他们能继续借着他们的福传服务，见证天主忠

信和无条件的爱。 

3. 为慷慨帮助我们的恩人们祈祷，愿他们在内心深处经验到天主丰富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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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我们修会雇佣的员工，服务人员和平信徒工作伙伴祈祷，他们忠信的在我们会院，

使徒服务项目和机构中工作，愿他们圆满完成他们肩负的使命，并借此服务于基督的

神国。 

                                    (请献上个人的祷词) 

赞主曲/谢主曲 

结束祷词（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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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与其他基督宗教的共融 

领:  在仁爱之神的鼓舞下，让我们扩大与其他基督宗教团体共融的范围(静默中，一位修女将今天的 

     象征物放在预先准备好的祈祷空间中)。                                                                                                                                                  

领:  让我们静默片刻意识到自己的临在…在宁静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蒙召与我们的天主共融…与我 

     们的世界共融…与所有的受造物共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祈求慷慨之神，把其他基督宗 

     教团体的弟兄姐妹带进我们共融的范围内。（暂停)                                                                                                                                                                                                                                                                                                      

开端词 

基督徒的合一是我们会祖内心深处最关心的事之一。在他的那个时代，基督徒合一指的是使那些分离

出去的基督徒回归天主教。圣阿诺德杨生神父意识到，这只有借着天主的恩宠，不断祈祷、补赎和献

祭才能实现。 

对于基督徒合一的强调，教宗方济各在 2016 年 11 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基督徒的合一是他最关心的

问题之一，他也希望这是每一个领了洗的基督徒所关心的问题。教宗接着说：“基督徒的合一应该被

视为是天主赐予的礼物，应该受到欢迎！”…“请记住！”他说，“当我们一起工作、祈祷和服务穷

人时，我们已经合而为一了。” 

开始祷词 (第一页)      向圣神的赞美诗 

圣经章节:  弗 4:1--6 

 (静默片刻，反省) 

 

圣经章节反省                                                                                                                                             

基督徒的圣召是召唤所有的基督宗教的弟兄姐妹去善待一切的人，尤其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教宗方济

各提倡所有的基督徒携手合作去服务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基督徒合一得以实现的一种手段。 

 为建立或加强我们与其他基督教教派的联系，我们在个人层面和团体层面能做什么！？ 

 我们是否有可能拓展一些慈善的活动，使我们可以联合我们本地的其他基督教团体共同来帮助

本地有需要的人们？ 

祷词 

领:   天主圣神，为你对你所有的子民不断广施仁慈，我们赞美你。请治愈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对 

      你的声音的聪耳不闻，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在我们的地区和全世界上的穷人、软弱的人们和痛 

      苦的人们的缄默中听到你的声音。 

全体:  仁爱之神，请我们引领进入共融中。 

领:    天主圣神，我们为你在世界上因各种原因从教会中分裂出去的团体祈祷。请让我们满怀热诚为 

       基督徒的合一努力工作，并赐我们恩宠，好使我们能克服一切困难为耶稣在世时所祈求的合一 

       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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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仁爱之神，请我们引领进入共融中。 

领:     因着爱你创造我们，你使我们成为世界上的忠实管家，并无条件地爱我们的兄弟姐妹。 

全体:   仁爱之神，请我们引领进入共融中。 

领:    你无限的关爱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也意识到他人的需求，请在坚持正义与同情方面，加强我 

        们为基督作证的力度。 

全体:   仁爱之神，请我们引领进入共融中。 

赞美诗: 在圣神内，我们合而为一 (也可选合适的赞美诗或歌曲) 

 

在圣神中和主内我们合而为一，在圣神中和主内我们合而为一，我们祈求有一天普世

万民能合一。因相爱，别人能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别人能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我将肩并肩一起努力工作， 我将肩并肩一起努力工作，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他的自

尊。因相爱，别人能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别人能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结束祷词（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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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与本地教会的共融 

领:  在美善之神的鼓舞下，让我们扩大与本地教会的共融范围(静默中，一位修女将今天的象 

     征物放在预先准备好的祈祷空间中)。                                                                                                                                                  

领:  让我们静默片刻意识到自己的临在…在宁静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蒙召与我们的天主共融…与我 

     们的世界共融…与所有的受造物共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祈求美善之神，把在我们本地

教会的人们带进我们共融的范围内。（暂停)                                                                                                                                                  

开端词  

教宗方济各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对教会表达了他作为一名传教士的愿景，他说：教会要“走出去

”，就需要传教门徒团体先迈出第一步，他们参与并给予支持，以结出喜乐的果实。一个福传的团体

深知天主的主动性，是他先爱了我们。如此，我们向前迈开福传的步伐，大胆主动的走向他人，去寻

找那些跌倒的，在十字路口徘徊的，并欢迎罪人回家。这样的团体拥有着无限的怜悯与渴望，这是它

自己深深地经验到天父无限怜悯力量的果实。 

开始祷词 (第一页)    向圣神的赞美诗 

圣经章节:  谷 10:42-45 

 (静默片刻，反省) 

 

圣经章节反省    

我们，圣神会的修女，能够在激励和支持我们当地的教会发展其传教神恩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 

 反省我们自己当地的情况，借着美善之神助佑，使我们能够找出可以支持我们当地教会成

员成长具体的方法，答复他们在教会内肩负传教服务时需要的帮助。 

 我们能以什么方式更好地支持我们当地的教会？ 

祷词 

在每个祷词后回答：天主圣三，在你的美善之神内使我们合而为一。 

1. 愿每个地方教会牢记福音的喜讯，成为一个谦卑服务的教会。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2. 愿我们的教会牧者更多看重并宣讲基督福音喜讯中的美善与仁慈。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3. 愿我们的教宗方济各继续激励信友们寻找迷失的人，欢迎被排斥的人回家。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 

4. 愿我们修会的每一位，能忠于我们的传教神恩，为信仰做真实的见证。愿我们对穷人和最小弟兄

姐妹服务的承诺也能激励和带动他人。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加自由祷词) 

 

赞美诗: (主， 请以你的爱把我们连起来.......) 

 

结束祷词（见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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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与其他宗教人士共融 

领:  在真理之神的鼓舞下，让我们扩大与其他宗教人士的共融范围(静默中，一位修女将今天的象 

     征物放在预先准备好的祈祷空间中)。                                                                                                                                                  

领:  让我们静默片刻意识到自己的临在…在宁静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蒙召与我们的天主共融…与我 

     们的世界共融…与所有的受造物共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祈求真理的精神，把其他宗教 

     的人士带到我们共融的范围内。(停顿) 

开端词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教会对非基督徒宗教态度宣言”里表达出了一些最具开创性和变革性的声

明。在提到一些主要的宗教时，该文件指出：“天主公教绝不摒弃这些宗教里的真圣的因素，并怀着

诚恳的敬意，考虑他们的做事与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规诫与教理。这一切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天主公

教所坚持的、所教导的有所不同，但往往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 …(NA 2)。 

一家电台的时事评论员詹姆斯·芬利在他反省信仰与真理时写道：“当我们在自己的传统中寻求最真

实的东西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与那些在他们自己的传统中寻求最真实的东西的人是一体的。我们

相一致的地方是，我们意识到我们彼此都是觉醒的寻求者。 

 

开始祷词 (第一页)    向圣神的赞美诗 

圣经章节:  若 4:19-24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相遇 

 (静默片刻，反省) 

 

圣经章节反省 

耶稣与撒马利亚妇人的相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宗教间对话的典范。这场相遇是出于人类对水的需求(

生命的对话)而展开的，它使这场对话发展成一种信仰间的对话(一种关于真理的对话)。这个故事给我

们指出，对话需要从共同点开始。它还需要一种相互开放、好奇和尊重。 

为了扩大我与其他宗教人士的共融的范围，我可以： 

 通过阅读可靠来源的材料了解其他信仰， 

 参观其他宗教的礼拜场所，体验他们的神圣空间。 

          在我们团体，我们可以邀请其他宗教人士来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信仰。 

祷词   

每个祈祷词后回应：天主圣神，请你降临！ 

 

请在我们内点燃你的爱火， 

请以你的双翅将所有人的祈祷携带， 

让我们借着所渴求的真理是我们获得自由！（答） 

 

请与我们一起走向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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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爱的友谊拥抱我们； 

消除一切使我们分离的障碍， 

使我们能以心神以真理同声祈祷。（答） 

 

 把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 

把我们带入你生命的奥秘中。 

借着他人的祈祷来教导我们只有你是天主， 

没有另一个！（答） 

                                                                                         

                                  

请助佑我们，使我们一生同声赞颂你的圣名，直到永远！阿门。 

 

                （为本地需要祈祷：自由祷词） 

 

结束祷词（第二页） 

 

结束祷词也可用下列祈祷代替:    

 

 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 – 不是我的名,  

愿你的国来临 – 不是我的国.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 不是我的旨意。 

让我们与你和谐相处， 

与所有人和谐相处， 

与自己和谐相处； 

但救我们免于一切恐惧害怕。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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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与妇女们共融 

领:  在温和之神的鼓舞下，让我们扩大与妇女们共融范围。(静默中，一位修女将今天的象 

     征物放在预先准备好的祈祷空间中)。                                                                                                                                                  

领:  让我们静默片刻意识到自己的临在…在宁静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蒙召与我们的天主共融…与我 

     们的世界共融…与所有的受造物共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祈求温和之神，把世界上所有

的女性都带进我们共融的范围内。（暂停)                                                                                                                                                

开端词 

当我们反省与妇女的共融时，我们首先转向纳匝肋的玛利亚，她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位大胆而温和的门

徒的模范形象。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中说：“每当我们仰望圣母玛丽亚时，我们就会再次相

信爱和温柔的革命性的本质。”在她身上，我们看到谦卑和温柔不是弱者的美德，而是强者的美德，

他们不需要为了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性而贬低别人。当我们默观圣母玛利亚时，我们意识到，她称颂天

主说“从高位上推下权贵，却提拔了弱小卑微”和“使饱享美味的人空手离去”(路 1：52-53)，她也

是一位常把事情默存心里，反复思索的女性(路 2：19)。玛利亚在生命的大小事上都能辨认出天主圣

神的行动。 

开始祷词 (第一页)     向圣神的赞美诗 

圣经章节:  玛 26:6-13    

 (静默片刻，反省) 

 

圣经章节反省    

尽管在场的人对此妇女的行为表示反对和批评，但耶稣还是赞扬这位妇女对他温柔勇敢的行为。这位

妇女温和而大胆的行为提醒我们，我们也被要求挑战文化的一些规矩和禁忌，因为这些文化中的规矩

和禁忌，阻爱我们行必要的正当的善事。 

 作为扩大我们与其他妇女共融的范围的一种方法，我被邀请努力地更多了解我自己的文化、社会

和教会中两性不平等的情况。 

 此时此刻在我的生命中，哪（位）些人更需要我温和的话语和表达？是我团体中的某位（些）修

女？或是需要对自己更温和一点？ 

                           为当地的需要献上自由祈祷 

 

为每一位妇女祈祷（在每一个祈祷之后静默片刻） 

让我们联合米黎盎一起祈祷，她和梅瑟、亚郎一起带领以色列子明出离埃及； 

让我们联合得波辣一起祈祷，她以真诚和正义为以色列人民秉公判案； 

让我们联合卢德一起祈祷，她是忠信的楷模； 

让我们联合玛利亚玛达肋纳一起祈祷，她是见证耶稣复活喜讯的第一位门徒； 

让我们联合菲比，执事们和早期教会的领袖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联合普里西拉一起祈祷，她与阿桂拉一同服事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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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联合多尔加一起祈祷，她一生行善，帮助穷人； 

让我们联合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一起祈祷，她毫不保留地向天主说“是”。 

让我们联合我们所有的修女们一起祈祷，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因着家庭的分裂，子女的离散而悲

泣的妇女们祈祷； 

我们为那些不屈不挠、努力为家人的幸福创造良好生活环境的妇女们祈祷； 

我们为那些误入歧途而对生活毫无信心的妇女祈祷，让她们从自己的家庭中找到重新生活的力

量，并能继续向前。阿门！ 

          

结束祷词（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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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通过我们所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体与整个世界共融 

领:  借着节制之神的启发，通过我们所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体，让我们扩大与整个世界共融的范围。(

静默中，一位修女将今天的象征物放在预先准备好的祈祷空间中)。                                                                                                                                                  

领:  让我们静默片刻意识到自己的临在…在宁静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蒙召与我们的天主共融…与我 

     们的世界共融…与所有的受造物共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祈求节制之神，把我们在此数

字信息化的世界的全体人们都带进与我们共融的范围内。（暂停) 

开端词 

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数字信息化的时代，交流的速度和效率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期望的。QQ，微信

等--20 年前，我们无法想象这些事情会成为现实。但现在它们却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很重要部分。我

们的会祖圣阿诺德杨生神父认识到，为了宣扬天主的国在他的那个时代媒体的巨大潜力。毫无疑问，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他会期待我们有同样的渴望。教宗方济各在谈到社交媒体时说：“决定沟通

是否真实不是技术，而是人类的心灵和我们是否能明智地使用我们所有的先进设备的能力”。他还补

充说：“这是天主的恩赐，但这也关系到了一个重大的责任。”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正确合理

使用社交媒体，以促进加深我们彼此关系，从而在人们中间创造更大的共融。 

开始祷词 (第一页)      向圣神的赞美诗 

圣经章节:  路 4:16-22 

 (静默片刻，反省) 

 

圣经章节反省   

当大众传媒可以成为一种巨大的有益的手段时，它也可能会阻碍我们的团体生活和传教活动的质量。

例如，当我们使用大众传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和促进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时，我们就不再完全的

活在我们的献身生活中和不再完全的临在于我们的使命上。 

        反省：大众媒体给我们的世界带来非常积极的礼物。 

 作为一个团体，我或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利用大众媒体来促进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与我们省会

和修会的其他姐妹之间的共融交流？ 

 我能以什么方式使用大众媒体来宣传福音价值？ 

 我/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更负责任地使用大众媒体？                         

 

祷词：大众传媒赞美诗 

        众答：愿天主永受赞颂！ 

1. 天主，为我们的修女，打印的文字，智慧的食物，灵魂的亮光，我们赞美你。 

2. 天主，我们为世界上所有的记者，动画师和各种海报设计师，艺术宣传家们祈祷。 

3. 为那些充满你智慧之光的作家、印刷者、和读者祈祷，请让他们存留在你的爱内，并为真理谦

卑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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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主，为我们的电影兄弟和他给我们讲得充满活力的故事，其中包含具有吸引力的对话、戏剧

、音乐和视频，我们赞美你。 

5. 主啊，请指导制作者、导演、演员和观众走向一切真实和美善，使所有的一切作品都为庆祝生

命和爱天主。 

6. 天主，为我们的无线电姊妹，我们赞美你，他在电线之间穿梭，使地球好像变得很小。 

7. 我们为所有的电台和发射机祈祷，借着天主的恩赐和人类的工作，使之能为天主儿女们自由、

成长和合一而服务。 

8. 天主，我们为电视赞美你，愿它在每一个家庭中所处的中心位置，不仅不会妨碍反而能增进家

庭成员彼此的和谐，并且能准备一个以福音价值观为指导生活的民族。  

9. 天主，我们为电子邮件和互联网，CD，传真，手机，大众媒体，以及所有世界和你的天国中为

沟通而服务的强有力的设备赞美你。愿他们唱出对你的赞颂，歌颂你的光荣。 

10. 天主，我们为造物主圣神带给我们的永无休止的五旬节赞美你，它使你的儿女在你的真理、美

丽和善良中欢喜雀跃！ 

                            下列祷词也可以用其他合适的祈祷文代替： 

1. “决定沟通是否真实不是技术，而是人类的心灵和我们是否能明智地使用我们所有的先进设备的

能力” 

全体：（咏唱或诵念）   

               哦，天主的气息啊！ 

               请吹向我， 

               让我充满新的生活， 

               好使我能会爱你所爱，做你所做。 

                                             --- (圣哥伦帮) 

2. 沟通，无论发生在何处，或怎样发生，都为许多人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这是天主的恩赐，其中

也包括重大的责任。“ 

     全体：(咏唱或诵念)： 

            哦，天主的气息啊！ 

           请吹向我， 

           直到我的心纯洁如雪； 

           直到我和你的意愿合而为一， 

           去实行并能持之以恒！ 

                                      

3. “社会网络工作可以促进关系的成长和促进社会的福利，但也可能导致个人和群体之间进一步的

两极分化和分离。 

全体：(咏唱或诵念)： 

       哦，天主的气息啊！ 

           请吹向我，    

           使我的意志向趋向于你， 

           直到我自私的部分能与你一起射发出神圣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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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互联网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公民”，但“进入数字化网络就要求我们要对我们的邻居负有

责任，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个邻居，但他却是真实的存在的，而且他的尊严必须得到尊重。” 

全体：(咏唱或诵念)： 

       哦，天主的气息啊！ 

           请吹向我，    

           让我充满新的生活， 

           好使我能会爱你所爱，做你所做。                                             

天主经 

结束祷词（第二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