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知
认知: 看和聆听,当阅读这篇⽂章时，哪⼀部分触动了
您。 请專注⽤⼼疑视触动您的画⾯，把触动您的单词
或短句默存⼼中，反復颂念。

诠释
诠释：透过信德的⻆度去理解专注点。 我所认知的有何
意义？ 诠释不能单独完成，它需要⼤量的圣经宝藏、教
会的教导、神師和灵修书籍的陪伴、地⽅教会团体和我

们⾃⼰的⽣命经验来了解。

选择
我如何具体地回应我所“认知“和”诠释“的体验？我必须
如何选择和⾏动？

如何使⽤这⼩册⼦

为 配 合 甲 柔 教 区 成 ⽴ 5 0 周 年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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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 – 诠释 – 选择 (Recognize – Interpret – Choose R.I.C) 是教宗⽅
济各在《福⾳的喜乐》169-173节強调的灵修陪伴和分辨的⽅法。
因此，我们建议年轻⼈和⼤專⽣团体利⽤此⼿册祈祷和分享，並以

认知R-诠释I-选择C的⽅式⾃我反思。

《⽣活的基督》“Christus Vivit”是教宗
⽅济于  3 ⽉  25 ⽇在意⼤利洛雷托
(Loreto)颁布致⻘年与全体⼦⺠的宗座
劝谕。纵观天⼈之间交往的历史，不管

⽼⼈或年轻⼈，天主都邀请他们分享祂

的⽣命。 我们透过这份⼩册⼦的内容，
以及阅读《⽣活的基督》的第⼀章以探

索⼀个年轻⼈如何编织与天主在—起的
美好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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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省手册是由甲柔教区青年局和以下青年准备：

Eugene Wong
SFX, Melaka

Clementine Vikneswari  
SPC, Melaka

Chloe de Costa
SFX, Mel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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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你    ，他与你         ，

他                            你。

无论你游走多远，

他                      ，复活的那一位。

内 同在
永远不会抛弃

总是在那里祂总是与我同在，在我的家园、我的祈祷⽣活和参与教会的团契

中。 我会像其他⼈⼀样遇到困难和问题，但我知道我可以信赖
并降服于祂。  祂是慈悲宽仁的天主，衪祝福我，满全我的需
求！

依撒意亚先知书 49:15,16

我                    你。

看啊！

我已把你            

我的手掌上

不会忘记

刻在

⽣活充满了各种机遇和不确定性，但正是这样的⽣活，永远年轻

的耶稣（参⻅ CV 13）与所有愿意接受祂的⼈分享。 像基德红⼀
样，可以提出困难的问题，天主并不害怕它。 达味不是⼈们的
⾸选，但天主却选择了他。 卢德勇敢做出决定。 那位富有的年
轻⼈有⾜够的勇⽓问“我该做什么？”但并没有准备好接受答案。
不管祂叫我们做什么，祂都承诺会和我们在⼀起。 就像玛德琳
在⼀个充满挑战、出乎意料和令⼈痛苦的情况下⼀样，天主在我

们周围的⼈、祂的教会和祂的话语中向我们显⽰祂⾃⼰的⽣命！

你敢在基督内⽣活吗？

Madeline Melkis, 
来⾃⻢六甲圣伯鐸天主堂的年轻⼈

尽管这段时间有很多的情绪和不安，我的教会朋友和⻘年团团员

⼀直在为我祈祷。 他们中有些⼈来探访我，陪伴 我并给我带来
⻝物。 神⽗们打电话来关⼼我，教会领袖给予我⿎励和安慰的
话，关⼼我并为我和家⼈祈祷。

今天，当我回顾8⽉25⽇以来的这些⽇⼦，我意识到，在绝望和
⽆助的时刻，天主派遣教会的弟兄姐妹与我同在，他们为我祈

祷。 原来，我从不孤单，因着他们的陪伴和⿎励;我重新获得⼒
量继续前进，我的信仰更加坚强。 我最喜欢的圣经经⽂来⾃依
撒意亚先知书：

我不會忘记你。

阅读 ⺠⻑纪6:11-14 & 
《⽣活的基督》第—章7节

玛德琳·梅尔基斯的分享

·基德红问了天主⼀个难题。 我曾经问过天主什么难题呢？
我是如何看待他？

 

·天主的旨意或计划对我重要吗？ 我是否努⼒了解天主对我
⽣命的计划呢？ 我是否怀疑天主的计划呢？

·天使向基德红说：“愿主与你同在”，在当前的新冠疫情下，
我是如何看⻅天主的临在呢？

·天主称基德红为“⼤能的勇⼠”，尽管他还年轻，但天主看到
了我们所有⼈中最好的⼀⾯。我是否看到了⾃⼰最好的⼀

⾯，我以什么⽅式将其献给天主？

- Christus Vivit 2

基德紅回答他说：「我主，请原谅！如果

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会遭遇这些困

难？我祖先给我们所讲过的那⼀切奇事，

如今在那⾥？他们曾向我们说过：看，是

上主领我们出离埃及，但是现在上主拋弃

了我们，将我们交在⽶德杨⼈的掌握

中。」上主注視他說：「憑你这种⼒量，

你去拯救以⾊列脫离⽶德楊⼈的掌握。

看，是我派遣你。」 ( 6:13）。 
教宗⽅济各说，基德红展现了⻘年⼈不粉饰现实的诚懇态度。天主

没有因他的埋怨⽽不悦，反⽽派遣他。（CV 第7节）。 ⽣活呈现
出困难的局⾯，迫使我们提出更艰难的问题。例如⾯对当前的新冠

病毒⼤流⾏。 基德红渐渐学会了在所有的困难中信靠天主，并证
明他是拯救以⾊列⼦⺠的英雄

今年8⽉25⽇，我接到弟弟的消息，得知⺟親因呼吸困难被送往
医院急救。 就在当天晚上传来她的死讯。 这突发事件令我感到
很⽆助，也很震惊。 在等待新冠病毒检测报告的当⼉，我们⽆法
⻅到她最后—⾯。 此外，我也必须得到警⽅的批准才能从⻢六甲
开⻋到吉隆坡，因为当时仍然处于⾏动管制令( MCO )期间。

我⼀个⼈在⻢六甲独⾃悲伤。 我⽆法做任何事情，我的思绪很
乱，只能哭泣和感到崩溃。. 

第⼆天晚上，有消息传来说我⺟亲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这意
味着，看到她的遗体需要经过很多程序。 我真的感到绝望和⽆
助， 被困在⻢六甲让我感到束⼿⽆策，等待的时间简直是种煎
熬。

尽管这段时间有很多的情绪和不安，我的教会朋友和⻘年团团员

⼀直在为我祈祷。 他们中有些⼈来探访我，陪伴我并给我带来⻝
物。 神⽗们打电话来关⼼我，教会领袖给予我⿎励和安慰的话，
关⼼我并为我和家⼈祈祷。

阅读⺠⻓纪6:11-14和玛窦福⾳19:16-22。当我问
天主困难的问题时，我有何感受？ 我准备好回应
天主的话了吗？

阅读撒慕尔纪上16：1-13。我是否会很快通过外
表或现状来判断⾃⼰或他⼈？ 天主⼜是如何回答
撒慕尔祂的选择的呢？（撒上16：7）

在《⽣活的基督》第 1 章⾥，教宗⽅济各提到很
多年轻圣⼈，哪⼀位是我最喜欢的呢？

IN CHRIST! Alive

⼀⽉⾄三⽉的阅读内容

⼩组分享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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