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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
我灵等候我主，切于更夫的待旦。
咏 130：5-6

主内的兄弟姊妹：
世上的生命是一个旅程，我们每天
在这旅程中一步步前行。每一个旅
程都该有个计划和目的地，否则就
不是旅程，只是漫游。信德告诉我
们：只有按照天主为我们准备的救
恩计划来规划我们的生命旅程，我
们才能抵达生命的目的地，即到达
天主跟前；在那里，有限融入无
限，时间成了永恒；在那里，我们
要恒久享受天主的美善福乐，不再
有悲伤痛苦。这条到达天主跟前的
道路就是「爱的道路」，因为爱使
一切成全完备，爱使一切圆满无缺。
我们上个主日默想了「爱的热情」
，省思了耶稣基督这座经过死亡而
复活的圣殿如何是天主爱世人的证
据。天主也在基督内建筑我们，使
我们所有相信基督的人与基督一起
成为祂居住的圣殿。我们现在继续
默想「爱的道路」。这条爱的道路
延续圣殿的主题，是回归耶路撒冷
重建天主圣殿的道路。在我们的信
仰历程中，「耶路撒冷」指的并不
只是一个地理位置，更是一个标示
天主施予救恩的所在。这条爱的道
路既然是回归的道路，那麽也是一
条喜乐的道路，人人必然都要说：
「我喜欢，因为有人向我说：我们
要进入上主的圣殿！」（咏一二二
1）。这喜乐是人的喜乐，更是天
主的喜乐，因为天主不愿看到任何
人丧亡。天主断然说道：「我指着
我的生命起誓，我决不喜欢恶人丧
亡，但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
道，好能生存」（则卅三11）。
这主日的第一篇读经取自《编年纪
下》，所叙述的是这条回归之路的
前因後果。以色列子民因为「亵渎
了奉献给上主的耶路撒冷圣殿」，
所以都犯了重罪，并被天主惩罚，

以致圣殿被焚毁，而他们也被掳到
巴比伦捱受沉痛的奴役之苦（编下
卅六14-20）。有罪必有罚，这是
天主的公义；有罪不罚必使人心堕
落，意念腐败。然而，天主更是慈
爱的天主；天主处罚的目的是为使
罪人悔改，并教导人期待救恩（参
阅：「感恩经第四式」）。七十年
之後，也就是三、四代过去，天主
短暂的义愤消失之後（参阅：出廿
5b-6），天主忆起了祂自己的慈
爱，遂感动了波斯王居鲁士，使他
下诏书，恩准以色列子民回去耶路
撒冷重建家园，重修圣殿。
天主在整个救恩历史中不断向人展
示祂无限的慈爱，连惩罚也是天主
慈爱的表达。天主完全是因为能够
赐予人更大的宽恕才惩罚人！天主
隐藏自己，好使人去寻找祂；天主
沉默不语，好使人静心聆听。天主
耐心等待，乐意再次向人展示祂的
慈悲和仁爱。
事实的确如此。因此，保禄能在《
厄弗所书》中作证天主如何在耶稣
基督身上，向我们展示了不可限量
也没有终结的仁慈大爱。他说：「
富於慈悲的天主，因着祂爱我们的
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而死了的
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
这样，祂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
即祂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
慈爱，显示给未来的世代」（读经
二：弗二4，7）。
保禄还继续说：天主父是如此地深
爱着我们，即使我们对祂不忠，祂
仍然不断地向我们启示祂富饶的仁
慈和大爱。这爱的启示在基督身上
达到高峰。「在我们因过犯而死了
的时候」，天主「由於恩宠」，并
非由於我们的功劳或善行，藉着基
督的死亡与复活，白白地赐给了我

们救恩。我们死了，天主却「使我
们与基督一起复活」（弗二5-6），
重新创造了我们，「为的是要我们
在天主预先给我们安排的各种善工
之中生活，叫我们在这些善工中度
日」（10节）。
「在各种善工中度日的生活」一方
面是我们革新的日常生活，另一方
面也是我们跟随基督走进更完整的
逾越奥蹟的生命旅程。首先，我们
基督徒在洗礼时参与了基督的死亡
而获得生命，并且每天努力死於罪
恶，在复活的生命道路上一步步前
行。如此一来，在每天革新的日
常生活中，我们就参与了基督的逾
越奥蹟，预先与基督「一同坐在天
上」（弗二6）。再者，我们也跟随
基督走进更完整的逾越奥蹟，实实
在在地分享基督胜利光荣的生命：
「胜利的，我要赐他同我坐在我的
宝座上，就如我得胜了，同我的父
坐在祂的宝座上一样」（默三21）。
无论是革新的日常生活，还是走进
逾越奥蹟的生命旅程，其基础都在
於信仰。在这主日的福音中，耶稣
给我们清楚表明了这一个关键的信
仰基础。耶稣首先引述《出谷纪》
说：「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
蛇，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使凡
信的人，在祂内得永生」（若三
14-15）。「被举起」是《若望福
音》的专有名词，指的就是基督的
十字架，即天主彰显光荣和赏赐救
恩的所在。耶稣紧接着再给我们指
出十字架在信德中更完整的意义：
「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
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
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16节）。
天主赐下自己的独生子，派遣祂到
世界上来，完全且纯粹是为了救赎
人类；审判和定罪并不是天主的原

意。那麽，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审判
和定罪呢？就如梅瑟在旷野中高举
铜蛇，那些被毒蛇咬了的人，一瞻
仰铜蛇，就保存了生命（户廿一9）
，而那些不瞻仰铜蛇的，就丧失性
命；同样的，基督被举起在十字架
上，那些信而瞻仰基督的人也都要
保存生命，不信而不瞻仰基督的人
就丧失性命。基督是照亮世界的真
光；祂使所有接受祂的救恩的人成
为天主的儿女。但是，人必须选择
接受祂，选择趋向光明，并在光明
和爱的道路上行走，相信祂确实就
是唯一能走到天主跟前的道路。耶
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
去」（若十四6）。因此，审判和定
罪的成立就在於人自己的抉择：选
择光明和生命的，就处在光明和生
命中；拒绝光明和生命的，就处在
黑暗和死亡中。在这攸关生死的抉
择中，人没有选择中立的余地：「
你既然是温的，也不冷，也不热，
我必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默
三16）。
这条生命的「爱的道路」向所有的
人开放，只要踏上这条道路就有救
恩。无论是谁，若瞻仰被举起的耶
稣基督，承认天主对人的大爱，相
信天主因耶稣而白白恩赐给人的救
恩，就能获得救恩。无论是谁，若
愿意跟随耶稣在这条爱的道路上行
走，不断地革新自己，就不会被审
判和定罪。
在这四旬期间，让我们特别求主
赐予丰厚恩宠，感化我们选择光明
和生命，督促我们欢欣地以爱的热
情、在爱的道路上走向天主，得以
恒久享受天主的美善福乐。    阿
们。
～ 张德福神父 ～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年3月9日

我不曉得爲何每次聽到耶穌這
句話：我對你說：不是七次，
而是七十個七次，我都會很感
動，當然也會很有挫折感。感
動，一個能夠寬恕的心是多麽
令人動容的，爲何會動容，因
爲這真的不容易，面對一個能
自己背起他人的罪過的人。自
己傷害了，卻願意背起他人的
罪過，已經不容易了，卻又符
合另一群人的認知的白眼和嘲
諷，說他是笨的，虛僞的，
或放縱罪惡等等，這樣的壓力
下，他還是選擇寬恕，我不知
爲此感動了多少囘，流了多次
眼淚。
我感動，因爲我知道，我的存
在就是經由許許多多次，他人

的寬恕，他人的接納和他人願
意為我背起我的十字架，才讓
我生命得以延續，才能讓我得
著復活的機會。如果世上沒有
一個願意背起他人十字架的
人，我們人還能存留嗎？這就
是爲何耶穌選擇了為我們的罪
惡獻上自己的生命，爲此寬恕
了我們的罪過。一個良善，可
以換來許多的良善，一個罪惡
也可帶來毀滅行的邪惡，我們
願意選擇怎麽樣的生命呢？
或許我們選擇了奉獻了自己，
但並無法在自己死亡前看到改
變；實際上，成就往往並不一
定就在自己身上完成。一個罪

大惡極的人，最後能在天堂相
見時，那説明了什麽？那曾願
意背起他十字架的人，值得
了！
說實在的，如果我說每個人
都懂得寬恕，都願意寬恕，
這代表著我的無知，我過於
樂觀，不認識這世界，不是
只有良善，愛我們的天主，
還有喜歡挑釁我們，遠離天
主 的 魔 鬼 。 天 主 知 道 ， 我
們的軟弱，更清楚魔鬼的誘
惑，但也相信，人本質上擁
有尋找美善，真愛的靈魂。
我依然相信人靈魂存在著被
罪惡掩埋著的美善，所以，

主耶穌才會不停的寬恕，即
使最後喪失了自己的性命，對
祂而言，在所不惜，最後，才
長出了許許多多的籽粒，屬神
的生命的籽粒。
近代聖人，聖女德肋撒姆姆真
是生活的耶穌基督，她總是懂
得選擇屬靈的生命。這些出自
她生命的言語和活出的真諦，
就是今天福音的典範：
人們經常是不講道理的、沒有
邏輯的和以自我為中心的；
不管怎樣，你要原諒他們；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們可能還
是會說你自私和動機不良；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友善；
當你功成名就，你會有一些虛
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實的敵人；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取得成
功；
即使你是誠實的和率直的，

人們可能還是會欺騙你；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誠實和
率直；
你多年來營造的東西，有人
在一夜之間把它摧毀；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去營造；
如果你找到了平靜和幸福，
他們可能會嫉妒你；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快樂；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們往往
明天就會忘記；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做善事；
即使把你最好的東西給了這
個世界，也許這些東西永遠
都不夠。
是的，我們是否依然選擇寬
恕呢？今天無法寬恕，明天
再試試，明天不能，不要放
棄，再試試。。在還沒寬恕
前，至少不要讓自己也成爲
了另一個罪人！

四旬期第四主日：在爱的道路上走向天主
求主赐予丰厚恩宠得享天主的美善福乐

宽恕令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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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在周三的例行公开接见活动
中，回顾了他上周在伊拉克散布
友爱讯息的历史性牧灵访问。教
宗吁请信众继续为伊拉克祈祷，
期许伊拉克人民成为友谊和兄弟
情谊的编织者，使人类互相残杀
的战争消亡，普世和平临于全世
界。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在
3月10日周三的例行公开接见活
动中，重温他3月5日至8日在伊
拉克散布友爱讯息的历史性牧灵
访问。
教宗首先表示，他此次的伊拉克
之行，实现了圣若望保禄二世教
宗的宿愿，历史上从未有教宗踏
足过圣祖亚巴郎生活之地。教宗
说，天主愿意他这次访问是伊拉
克“在多年战争和恐怖主义以及
严重的疫情大流行之后的希望标

记”。
教宗表示，在这次访问之后，他
的内心始终充满著对天主和伊拉
克政界、教会及各方人士的感激
之情。他特别提到在纳杰夫与伊
拉克什叶派团体领导人西斯塔尼
（Sistani）举行了一次难忘的会
晤。
接著，教宗说道，“我强烈地体
会到这次朝圣之旅的忏悔补赎的
意义”。过去，“我未能亲近那
些受尽折磨的人民、那殉道的教
会，没有本著大公教会的名背起
他们多年来背负的十字架，一个
巨大的十字架，就如同放在克拉
克斯（Qaraqosh）教堂入口处
的那个大十字架”。
但是，教宗指出，令他感受尤
其深刻的是，他在此次访问中
看到受摧毁的创伤仍未愈合，

以及他与在暴力、迫害和流放
下余生者的相会和聆听他们的
见证。与此同时，教宗也看到
围绕他身边的人，接受基督讯
息的喜悦和向和平及兄弟情谊
开放视野的希望，也就是用耶
稣的话概括出这次访问的格
言：“你们众人都是兄弟”（
玛二十三8）。教宗说：“我从

伊拉克总统的讲话、在许多的
问候和见证中、在人们的歌声
和行动中、在青年人灿烂的面
容和老年人明亮的眼神中感受
到了这希望。”
教宗说：“伊拉克人民有权度和
平的生活，他们有权重新获得
属于他们的尊严。他们的信仰和
文化根源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美索不达米亚是文明的摇篮；巴
格达在历史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城
市，数世纪以来，它一直拥有世
界上藏书最丰富图书馆。是什么
摧毁了它？是战争。战争是个妖
怪，它总是随著时代的变迁而改
头换面，继续吞噬著人类。但是
对战争的回应不应该是另一场战
争，对武器的回应不应该是另一
些武器。”教宗肯定地指出，对
战争的“回应是兄弟情谊，这不
仅是对伊拉克的挑战，也是对许
多冲突地区的挑战，最终也是对
整个世界的挑战”。
随后，教宗提及在乌尔与三大一
神宗教代表的会晤与祈祷。教宗
说：“大约在四千年前，亚巴郎
在此蒙受天主召叫。亚巴郎是我
们的信仰之父，因为他聆听天主
的声音，抛弃一切离开了家乡。

教宗方济各在机上记者会中回顾了
他在伊拉克的历史性访问：与西斯
塔尼这位「睿智的天主的人」的相
会、在摩苏尔多间夷为平地的圣堂
前的心情、听见痛失爱子的基督徒
母亲愿意宽恕杀子仇人的感动，以
及前往黎巴嫩访问的承诺。
（梵蒂冈新闻网）爱德、关爱与
友爱乃是应走之路。教宗方济各
3月8日在从巴格达返回罗马的飞
机上向记者们如此表示。经历了
在伊拉克为期四天的历史性访问
后，教宗谈论了他与西斯塔尼
相会的印象，以及他在摩苏尔多
间夷为平地的圣堂前的心情。
同时，教宗也吐露了他向拉伊
（Bechara Rai）宗主教做出了访
问黎巴嫩的承诺。

在机上记者会开始时，教宗首
先问候了负责教宗旅行的新任
协调人达通努（Dieunonné 
Datonou）蒙席，并称之为「新
队长」。接著，教宗向记者们
致敬，说：「我首先要感谢你们
的工作、你们的陪伴、你们的辛
劳。今天是妇女节，祝各位妇女
节日愉快！我跟伊拉克总统夫人
会面时，我们谈起为什么没有男
人节。我说：因为我们男人每天
都在过节啊！总统夫人向我提到
女性，她今天讲了很美的事，谈
到妇女推动生活、历史、家庭等
许多事情的那份坚毅。」
关于跟伊拉克伊斯兰教领袖西斯
塔尼的会晤，教宗表示，「我努
力牢记著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

一句话：人类要么因宗教而互为
兄弟，要么因受造而彼此平等。
友爱内蕴含了平等，但在平等之
下却又窒碍难行。我相信这也是
条文化的道路。举例来说，我们
想想我们基督徒，想想三十年战
争和圣巴尔多禄茂的夜晚。我们
之间如何改变思想：因为我们的
信仰让我们发现，耶稣的启示乃
是爱和爱德，并带我们通往这改
变：但这需要耗费多个世纪来落
实。这点相当重要，人类手足情
谊即为人人互为兄弟姊妹，而我
们必须与其它宗教携手前行。梵
二大公会议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
的一步，并在会议后成立了促进
基督徒合一委员会和宗教交谈委
员会」。

谈到前往黎巴嫩的可能性，教宗
坦言：「拉伊宗主教恳请我在这
趟旅途中顺道一访贝鲁特，但这
对我来说似乎有些太少了。面对
一个像黎巴嫩这般受苦的国家，
这等于是杯水车薪。我给他写了
封信，承诺必将到访。但黎巴嫩
此刻处于危机中，我不愿意在生
死存亡的关头加以冒犯。黎巴嫩
在接纳难民方面非常慷慨大方。」
回到本次牧灵访问的行程，教
宗先后谈论了他在克拉克斯和摩
苏尔的感受。教宗指出：「在
克拉克斯，令我最感动的是一
名母亲的见证。做见证的是一名
亲身体验到贫困、服务和忏悔

的司铎，以及一名在伊斯兰国组
织最初几次的轰炸中痛失爱子
的妇女。那母亲说了一个词：
宽恕。我为之感动。一名母亲
说：我施以宽恕，我为他们祈求
宽恕。这勾起我在哥伦比亚访
问的回忆，在比亚维森西奥的聚
会中，许多人、许多妇女，尤
其是母亲和新婚妻子，讲述了
她们的儿女和丈夫遇害身亡的经
历。她们说：『我宽恕，我给
予宽恕。』我们早已丢失这个词
汇，很会欺压凌辱、严厉谴责，
我就是头一个。但是宽恕，宽
恕敌人，这是纯然的福音。这
在克拉克斯令我最为感动。」 

教宗回顾伊拉克历史性牧灵访问
愿充满兄弟情谊和平世界早实现

促进人类兄弟情谊高层委员会在
一份声明中强调教宗方济各在乌
尔和纳杰夫行程的价值，即在阿
布扎比声明之后，与穆斯林世界
的对话又向前迈出一步。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进
行了一次历史性访问，在促进《
人类兄弟情谊文件》蕴含的价值
上，不仅对伊拉克，也对整个世
界极其重要。促进人类兄弟情谊
高层委员会（Hchf）如此称赞教
宗刚结束的伊拉克之行，这个委
员会的成立是为落实2019年2月4
日教宗与阿兹哈尔大伊玛目在阿
布扎比签署声明的精神。
3月8日，这个高层委员会在阿联
酋首都发表公告，强调罗马主教

这几天在伊拉克巴格达、纳杰
夫、埃尔比勒和摩苏尔访问的重
要性，尤其指出教宗在乌尔参加
跨宗教会晤的深远意义。
事实上，教宗在先知亚巴郎的土
地上与基督徒、伊斯兰信徒和
其它宗教的信徒，以及所有善心
人士一起重振人类兄弟情谊的价
值。更具意义的是，在与“亚巴
郎的子孙”祈祷前，教宗来到纳
杰夫拜访了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
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这也是前
所未有的重大事件。与西斯塔尼
的会晤标志著与穆斯林世界的对
话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
促进人类兄弟情谊高层委员
会秘书长萨拉姆（Mohamed 

Abdelsalam）法官指出，教宗藉
著这项访问愿意指明在伊拉克和
该地区存在宗教和文化上多样
性，这个多样性能促进不同团体
间的和平与共存。
阿兹哈尔大学校长和促进人类
兄弟情谊高层委员会成员穆罕
默德·侯赛因（Mohamed al-
Mahrasawi）教授表示，在多年的
战争和摧毁后，教宗此行不断为
伊拉克和地区所有人民呼吁宽容
及和睦，给伊拉克的创伤带来了
医治的机遇。
促进人类兄弟情谊高层委员会成
员、阿布扎比文化旅游局局长
穆巴拉克（Mohamed Khalifa Al 
Mubarak）则谈到教宗方济各不
顾安全和疫情，完成这项访问的
坚定意愿。他说，教宗这次在伊
拉克的访问之旅，就是亲自将阿
布扎比文件的精神具体化，是在
日常生活中实际践行了人类兄弟
情谊。
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
德·阿勒纳哈扬（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也发表他
的感想，表示“诚挚恭贺教宗方
济各的历史性访问”。他在推文
中强调：“我们非常钦佩教宗为
加强团结和友谊作出的努力，我
们希望这为伊拉克人民将标志著
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

教宗伊拉克之旅促进人类情谊
标志亚巴郎所有子孙彼此对话

教宗在机上举
行记者会。

教宗会见跨宗教界领袖。

教宗方济各3月6日在圣祖亚巴郎的
家乡乌尔古城与三大一神宗教的代
表会晤，敦促基督徒、穆斯林和犹
太人在天主对亚巴郎应许之星的照
耀下，沿著和平之路前行。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伊拉
克牧灵访问的第二天3月6日，来到
了世界三大一神宗教，即：伊斯
兰教、基督信仰宗教和犹太教的诞
生地：加色丁人的乌尔（Ur）古
城。教宗在上午11点10分与三大一
神宗教代表的会晤成为了他努力促
进中东国家宗教间对话及和谐的高
潮，教宗向代表们发表了重要讲
话。
教宗首先表示，乌尔“这个蒙受祝
福之地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根源，
回到天主工程的源头，回到我们宗
教的诞生之处。”教宗说，回到亚
巴郎的出生地乌尔，“仿佛回到了
故乡”。“亚巴郎就是在此聆听到
天主的召唤，他从这里启程踏上了
改变历史的旅程。我们就是那召唤
和那旅程所结出的果实。”
天主请亚巴郎数天上的星星，并向
圣祖许诺，他的后裔将像天上的星
星一样多。“祂看到了我们。”今
天，亚巴郎后裔的代表聚集在他的

出生地，教宗敦促在场的每一位，
在他们的尘世生活中都要仰观苍
天。
教宗解释道，我们的祖先亚巴郎仰
望的那些星星仍然在照亮我们漆
黑的夜晚，“因为它们一同闪烁”
。“苍天如此传递著团结的讯息，
至高者邀请我们绝不要与我们的邻
人分离。与我们相异的天主指示我
们转向我们的弟兄姐妹。”圣父教
宗也敦促所有宗教的信徒在举目向
天和敬拜天主时，要通过爱来保持
兄弟情谊。
“这是真正的宗教信仰：敬拜天主
和爱邻人。在今天这个经常忘记或
歪曲至高者形象的世界里，信友们
蒙召来见证祂的美善，通过我们的
友爱显示出祂的父爱。”
接著，教宗强调“天主是慈悲的”
，最大的亵渎是“因仇恨弟兄姐
妹而令天主的圣名受亵渎”。教宗
说，当恐怖主义妄用宗教时，信
徒们不能保持沉默，因为暴力和极
端主义并非出自怀有宗教信仰的心
灵。教宗特别提及长期饱受暴力之
苦的伊拉克，他为那些逃亡和被绑
架的伊拉克人祈祷，祈求天主“让
他们能尽速返回自己的家园”。

教宗促跟随亚巴郎信仰的人
沿著改变历史和平之路前行

教宗在机上记者会谈访伊后感想
爱德、关爱与友爱乃是应走之路

教宗在摩苏尔
的战乱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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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砂拉越基督教徒
吉尔艾琳挑战使用“阿拉”
（Allah）字眼案，吉隆坡高庭
3月10日作出裁决，基督教徒
有权出于宗教和教育目的，使
用“阿拉”字眼。
承审法官拿督诺碧阿里芬判
决，内政部在1986年发出的指
令并没有法律基础，因此是非
法和不合理的。吉尔艾琳是砂
拉越马兰诺族人。
在经历10多次的延迟裁决后，
承审法官拿督诺碧阿里芬于3月
10日作出上述裁决。这项裁决
意味着政府自1986年发出的指
令，长期以来禁止马来西亚基
督教刊物使用“阿拉”来称呼
天主被判无效。
诺碧法官是在2017年10月19日

和11月15日聆审吉尔艾琳“阿
拉”字眼案的宪法课题。在诉
讼中，吉尔艾琳援引联邦宪法
第11条款和第8条款，向法庭作
出几项声明。根据第11条款的
宗教自由，在宗教信仰权利和

受教育权利下，她有权利使用
基督教出版物。
第8条款，是权利平等，保证她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受

到法律管理中的保护，免受宗
教歧视，尤其是《1984年出版
与印刷法令》和《1967年海关
法》。
吉尔艾琳挑战用“阿拉”字眼
案源于2008年。吉尔艾琳于
2008年5月11日从印尼飞抵吉隆
坡廉航终站时，被关税局扣押8
张含有“阿拉”字眼的基督教
教材光碟，她较后入禀高庭提
出挑战，高庭法官拿督查哈拉
在2014年7月21日撤销内政部充
公吉尔艾琳8张光碟决定，不
过，代表内政部的总检察署较
后入禀上诉庭提出上诉。
以丹斯里东姑麦润（现任联邦
法院首席大法官）为首组成的
上诉庭三司，是于2015年6月23
日裁决内政部必须在1个月内归

还8张含有“阿拉”字眼的基督
教材光碟给吉尔艾琳。
同时，上诉庭也批准吉尔艾琳
所提出的“反起诉”，谕令高
庭针对基督徒是否可使用“阿
拉”字眼作为教材的课题进行
聆审。
2017年，高等法庭诺碧阿里芬
受委任处理吉尔的案件。法庭
原定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裁
决，但推迟到同年8月13日，因
为总检察署需要从政府那里获
得“新指示”。
由于希盟在第14届大选获胜，8
月转换为案件管理。在更换政
府后，吉尔艾琳和沙巴婆罗洲
福音教会（SIB）致函给希盟政
府寻求庭外和解，但一直没有
解决方案。
吉尔艾琳的代表律师安瑙西维
尔（Annou Xavier）在判决
后向媒体表示，法庭今天的裁
决，也等于是推翻了政府在
1986年的指示，即禁止非穆斯
林使用“阿拉”字眼。
另一名代表律师林兴诚（Lim 
Heng Seng，译音）也表示，
今天的判决显示，国家司法捍
卫了联邦宪法的法制精神。

（吉隆坡讯）随着3月28日的
圣枝主日的到来，天主教重要
的节庆圣周接着展开，以至4月
4日的复活节。由于吉隆坡总教
区的圣堂由3月13日起重启公开
弥撒，以及重要节日的来临，
廖炳坚总主教发出有关庆祝这
些节日的礼仪和安全指南，以
供堂区和教友遵守，确保大家
能有安全与具有意义的庆祝。

由总教区主教署秘书长蔡锦
华神父签发的通告说，有鉴于
当局标准作业程序的实施，宥
于健康、年龄和场地容量的限
制，致使不能让每个人都亲身
回到教堂参加实体的弥撒，总
教区将拟就四种语文的资讯，
以供家庭及个人在家作有意义
的庆祝。

通告表明，总主教继续豁免

教友于主日及其他庆日参加弥
撒的义务，但强烈的建议不能
参加弥撒的教友，可在线上弥
撒参与，并利用有关的资料增
进灵修。

经总教区的申请之后，国民
团结部已经批准，圣周四与复
活节前夕，教堂将可开放至午
夜12时。其他的弥撒和礼仪时
间（包括周五耶稣受难节），
教堂的开放时间是：早上6时
至下午2时；下午4时至晚上10
时。

另一方面，总教区已经定于
3月24日下午6时，在圣弥额默
尔堂举行年度的圣油弥撒，以
供圣职人员重发他们的牧职誓
愿，以及祝圣圣油。由于场地
座位有限，只有圣职人员和受
邀来宾参加。但为了不能参加

的教友起见，圣油弥撒将作线
上直播。

廖总主教说，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的肆虐以及行动管制令的
实施，我们去年不能在教堂庆
祝圣周，让我们祈祷，今年表
达我们的信德的庆祝，能够安
全、虔诚与怀着很大的欢乐地
进行。

在总主教的指南中，也列出
了圣枝主日弥撒和圣周主要弥
撒或礼仪的安全措施，包括有
部分的礼仪加以精简，以策安
全。

有关在复活节前夕弥撒举行
的领洗礼仪，不要将候洗者浸
入水中，避免每个人的覆手，
改为神父在候洗者的头上面伸
出手；为每个候洗者傅圣油时
要用新的棉拭子。

（亚庇讯）亚庇圣心主教座堂于3
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的下午4时，
由该堂主任罗志康神父主祭弥撒，
庆祝今年的妇女节。
今年的妇女节主题为“妇女领袖：
在2019冠状病毒世界中实现平等未
来”，重点聚焦在新冠疫情时代女
性如何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
罗志康神父在弥撒中证道时，指出
该堂区的妇女在为期一年的新冠肺
炎大流行时期，无论在社区或人道
方面的工作都有卓越的贡献。
在新冠疫情肆虐和实施封城期间，
主教座堂的天主教妇女会从不间断
地为圣堂的祭台布置插花，即使是

主日弥撒只能在线上举行。
在封城期间，即使是参加的人数
减少，该妇女会仍然付出力量，
举办常年纪念庆祝会以及圣诞
节，和总主教同在。
罗志康神父也称赞妇女教友占了
教堂弥撒出席率的70%，她们为教
堂事工和委员会的服务人数也占
多数。
当天庆祝妇女节弥撒的出席人数
虽然较少，但大家都严格遵守教
会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出席者
除了总教区妇女委员会主席安妮
达之外，也有来自其他堂区的妇
女。

亚庇圣心主教座庆祝妇女节       
罗志康神父赞妇女教友贡献

隆高庭裁决为宗教和教育目的
基督教徒有权用“阿拉”字眼

隆总教区为圣周弥撒拟定指南
限制人数精简礼仪以策安全

（沙巴兵南邦讯）此间圣弥额
堂于3月7日举行捐血运动，惊
喜的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捐血
人：亚庇总主教黄士交，他在
早上9时就抵步，并成为捐血运
动的第一人。
捐血运动是由圣弥额堂的堂区
全人发展局，与伊丽莎白女皇
医院及兵南邦红新月会所联合
举办，作为他们季度的活动。
捐血运动是在圣弥额堂的礼堂
举行。
虽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而实施限制性的作业程序，
此次运动仍然吸引了52位捐血
者，收集了共48品脱的血液，
超过了原定的目标。
这次运动的成功，主要是因为

众人更认识运动的重要性，它
吸引了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以
及各阶层的人士，包括一些年
轻人。
圣弥额堂的副本堂马可斯神父
于主持了第一次重开的马来西
亚语弥撒后，也参与了捐血，
接着好友几位要理班的老师也
捐了血，他们刚出席了要重开
主日学的实体委员会会议。
圣弥额堂的捐血运动现在已经
成为知名的动力，本县周围的
许多地方的经常捐血者，每次
都会到来参加义举。圣弥额堂
将继续推动这样的志愿捐血，
以为医院储存足够的血液备
用。

沙圣弥额堂举办捐血运动       
黄士交总主教身先士卒

吉尔艾琳的辩护律师。

黄士交总主教参加捐血。

（吉隆坡讯）缅甸军事政变冲
突日益升温，吉隆坡高庭再度
延长暂缓令，阻止政府遣返114
名来马寻求庇护的缅甸人。
隆高庭3月9日审理国际特赦
组 织 及 大 马 寻 求 庇 护 组 织
（Asylum Access Malaysia）联
手入禀的司法审核诉讼时，同
意发出这项暂缓令。
二组织代表律师林伟捷较后接
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证实
此事。这项暂缓令是针对大马
政府及移民局总监凯鲁。

延长至案件了结
林伟捷解释，吉隆坡高庭也发
出准令，允许审理上述两个组
织入禀的司法审核诉讼。
“法官法官玛丽亚娜同时也延
长了暂缓令，不让移民局总监
及内政部长遣返其余的114名缅
甸人，直至司法审核诉讼完结
为止。”
律师转述说，总检察署指原诉

两造没有法定地位提出司法审
核，但法官玛丽亚娜不认同这
番说法。
“法院认为，非政府组织在现
今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维护弱
势者的人权。高庭也认知到，
我们如今生活在更自由的社
会，而问责和透明是我们生活
中一个环节。”

政府称有豁免权
此案的答辩方是移民局总监凯
鲁、内政部及大马政府，三方
皆是由总检察署派出的高级联
邦律师代表出庭。
根据林伟捷的解释，总检察署
向法院表明，答辩两造援引
《1959年移民法令》第59A排除
条款，声明可豁免司法审核。
不过，法院驳回这翻说法。这
项法令条文阐明，移民局总监
或内政部长只有在不符合程序
的情况，才须接受司法审核。
林伟捷称，法院裁定这项司法

审核诉讼并非轻率无理，因此
法院认为有必要进入完整的审
讯环节。本案将在3月23日案件
管理。
二组织较后召开线上记者会，
欢迎高庭的裁决。他们的另一
代表律师梁信友指出，此裁决
意味着，日后非政府组织有资
格循法律途径，要求政府解释
这类遣返行动的理由。
“这让政府必须维持一定程度
的问责及透明，我们（公民团
体）也能够提问，而非让政府
单方面做决定。”
不过，二组织表示，迄今尚无
法获悉剩下的114名缅甸难民
的所在地及近况，他们也会入
禀法庭，要求政府公布这些资
讯。本案的司法审核或需耗时
数月处理，这期间政府都不能
遣返这些缅甸公民。
2月23日，移民局罔顾隆高庭当
天早上发出的暂缓令，执意将
1086名缅甸难民遣返回国。移
民局较后声称，法庭是在移民
局遣返缅甸人的6小时以后，才
发出暂缓令。他们也坚称，遣
返者之中没有难民或寻求庇护
者。

高庭再延长人权组织暂缓令
政府遣返逾百缅甸难民受阻



HERALD March 14, 2021 Xian Feng Bao 21

密支那（信仰通讯社）—缅甸北
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市的修女们
正告军人，“不要杀人。为此，
我们呼吁军人、我们害怕军人
屠杀示威青年。我们有信仰的
人、和平建设者在这里，有助于
制止他们屠杀。为此，我们走上
街头”。近两天以来，军警镇压
示威民众的暴力不断升级。三
月八日，两名青年被打死、7人
受伤。警方包围密支那主教座堂
后，逮捕了91人。关键时刻，密
支那荣休主教杜当蒙席挺身而
出，站出来平息事态、说服警方
不要对青年施暴。
本社驻当地通讯员表示，当局镇

压示威民众的暴力不断升级。
担心随时可能实施宵禁，遏制
各种形式的抗议。
杜当主教和努唐修女等宗教人
士的挺身而出避免了进一步的
暴力流血。尽管镇压继续，但
教友们聚集在圣高隆邦主教座
堂前示威。杜当主教告诉本
社，“我退休了，但爱德不会
退休。在此艰难时刻，我们基
督徒蒙召为和平、慈悲和宽恕
做出贡献”。
密支那基督徒在动荡不安和紧
张状态下善度四旬期，他们的
信德和祈祷化作了爱德行动。
努唐修女因为日前跪求军人停

止暴力而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
上，成为和平的“标志”。她
告诉本社，“我们宣讲和见证
福音的非暴力选择。我们的使
命是宣讲、善度基督的爱，
包括对敌人的爱，直至献出生
命”。
据本社获悉，克耶邦首府垒固
是一个基督徒占总人口90%的
地区。今天三月九日，百余青
年走上街头示威，直至到基督
君王主教座堂大门前。警方设
置路障准备冲突，这时，垒固
教区署理巴瑞神父和一位新教
牧师一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避免了冲突。两人要求警方停
止继续向前、不要向示威者开
枪。他诚挚的话语发挥了效
力，军人仅限于鸣枪警告、投
掷眩晕手榴弹驱散人群，没有
人死亡。
巴瑞神父告诉本社，“每一个
生命都是宝贵的。今天，我们
想说的是，我们的行动仅仅是
基于我们的信仰”。

密支那（信仰通讯社）—本社驻
缅甸北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市的
通讯员报道，“三月八日，军队
铁腕镇压全国各地的示威青年。
治安人员开枪打死的人比前几天
要多”。特别是密支那市死伤惨
重。当地150万人口中，30%为
基督徒，共计55万人。
为了逃避逮捕和殴打，青年示威
者们逃进了圣高隆邦主教座堂。

军人开始向手无寸铁的青年开
枪，两人被打死、7人受伤。主
教座堂前庭院被军队包围，围捕
示威者。
就在这时，荣休主教杜当蒙席和
努唐修女挺身而出。努唐修女因
为日前跪求军人停止暴力，而出
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上，成为和平
的“标志”。
观察家表示，鉴于新一轮的全国

罢工，军队在上周末占领了医院
和大学校园，加强了夜间巡逻。
仰光、内比都和曼德勒省多地都
发生了大规模的逮捕和暴力。
联合国缅甸人权事务工作组负责
人詹姆斯囘罗德哈佛表示，“我
们收到了来自缅甸被占领医院的
可靠报告，包括了仰光的四家医
院和曼德勒的至少一家医院。这
一切是不能容忍的，医院是国际

人道主义法保护的场所”。政变
后，缅甸治安力量不断将率先发
起公民抗命运动的医院和医务人
员做为目标。
缅甸工会呼吁全国大罢工，继续

全民抗命，“让缅甸经济全面停
摆”。三月八日国际劳动妇女节
之际，大批女性组织发起了示威
抗议，声援和平抗议军政府的同
胞。

垒固教区神父挡住军警的去路。

缅甸两青年被军人镇压包围
在主教座堂庭院内被打死

两青年在主教座堂
庭院内被打死。

（梵蒂冈新闻网）宗教团体间的
合作及友谊极其重要，因为“培
养彼此尊重和对话，就能对伊
拉克、该地区，以及整个人类的
福祉作出贡献”。这是教宗方济
各3月6日早晨与伊拉克什叶派团
体领导人大阿亚图拉赛义德·阿
里·胡赛米·西斯塔尼（Sayyd 
Ali Al- Husaymi Al -Sistani）会
晤时强调的一个主题。
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这历时约45分钟的会晤中，教
宗感谢西斯塔尼“面对过去几
年的暴力和极艰难的处境，与什
叶派团体一起高声维护最弱小者
和受迫害的人，表明人的生命的
神圣性和伊拉克人民团结的重要
性”。在与大阿亚图拉告别时，
教宗重申，他祈求天主，万物的
造物主降福伊拉克这片可爱的土
地，以及中东和全世界。
大阿亚图拉的寓所就在伊玛目阿
里朝圣地内，这所朝圣地是献给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表兄
弟兼女婿伊玛目阿里的。教宗在
从纳杰夫机场乘车前往拜会西斯
塔尼的沿途中受到了热烈欢迎，
一些少年挥舞著伊拉克和梵蒂冈
城国的国旗。在路旁显著的地方

树立的巨型标语牌上写道：“你
们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你
们的一部分”，下方是教宗和西
斯塔尼的头像。
伊拉克什叶派教徒超过全国人口
的60%，西斯塔尼在伊拉克和全
世界的什叶派信徒中是位具有影
响力的人物。他多次为伊拉克国
家的团结作出贡献，例如在2004
年支持自由选举，使这个国家产
生了首个民主政府；2014年号召
众人联合对抗自称的伊斯兰国，
以及在去年呼吁国人保持镇静，
不要以暴力来抗议物价上涨和国
家政治的不稳定。
教宗与西斯塔尼的会晤是本著
《众位弟兄》通谕和阿布扎比
联合声明的思想，在与穆斯林对
话的道路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伊朗神学家侯舒曼（Shahrazad 
Houshmand）女士向本新闻网
表达了上述看法，她是取得基督
信仰基础神学学位的首位穆斯林
女性，也是圣座文化委员会女性
咨询会议的成员。
侯舒曼女士称教宗与西斯塔尼的
会晤具有历史意义。她说：“西
斯塔尼在伊拉克是穆斯林宗教、
神学和法律上的重大参照点。不

仅如此，对巴基斯坦、印度、波
斯湾，甚至欧洲和美洲的什叶派
信徒而言，他也具备这个角色。
这两位宗教领导人的会晤不仅在
世界上是绝对重大的新闻，其重
要性也在于这两位精神领导人有
共同点。西斯塔尼很尊重其它宗
教的信徒，一如我们所看到的罗
马主教这些年的表现。”
伊拉克什叶派信徒在全国人口中
占多数，他们与其它国家的什叶
派信徒有何区别？侯舒曼女士表
示，“伊拉克和伊朗的什叶派信
徒都遵循同一个神学学派，尊奉
12位伊玛目。伊拉克什叶派信徒
期待最后一位伊玛目的返回，对
一般什叶派信徒，尤其是伊拉克
什叶派而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
这两座伊拉克城市意义非凡”。
“穆斯林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
区别并非那么大，真正的区别在

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上。
逊尼派主张通过自由民主选举选
出，什叶派则认为不能经由投票
选出，而应得到上天或先知穆罕
默德的任命。这就是什叶派与
逊尼派之间在解读上的根本差
异。”
伊朗的什叶派团体与国家政治和
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伊拉克什叶
派的情况则不同。侯舒曼女士解
释道：“在1979年的革命后，尤
其以霍梅尼为主的什叶派的乌里
玛和阿亚图拉提出了政教合一的
新立论。政治和社会领导也必须
受到宗教界的直接关注。这个理
论在伊拉克并未来到，也没有实
行。虽然如此，大阿亚图西斯塔
尼在政治事务的管理上也起到关
键作用。即使没有政治权力，他
的精神权力对政治理想，尤其是
国家统一具有强烈的影响。”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3
月7日主日早上抵达伊拉克摩苏
尔的教堂广场中心，在那里，
在废墟之间，与伊拉克人民一
起，为该国和整个中东地区所
有的战争受害者祈祷。

教宗向聚集在四个圣堂的废墟
之间的民众讲话之前，首先
聆听了摩苏尔总主教的致词问
候，以及一位天主教司铎和一
名逊尼派穆斯林的见证。这两
位见证人是摩苏尔城遭恐怖肆

虐的受害者。
然后，教宗表示，今天，无
论如何，我们重申我们的信
念，“兄弟情谊比残杀更强而
有力，希望比死亡更强烈，和
平比战争更强胜。这一信念绝

不会被那些诉诸于血腥暴力的
人所窒息，他们滥用天主的圣
名来追求毁灭之路”。
在为战争受害者祈祷之前，教
宗省思说：“如果天主是生

命的天主──祂是生命的天主
──，那么对我们来说，以天
主之名杀害我们的弟兄姐妹就
不合乎情理。如果天主是和平
的天主──祂是和平的天主
──，那么对我们来说，以祂
的名制造战争就不合乎情理。
如果天主是爱的天主──祂是
爱的天主──，那么对我们来
说，仇恨我们的弟兄姐妹就不
合乎情理。”

（梵蒂冈新闻网）菲律宾教会3
月3日以虚拟方式启动了“2021
愿祢受赞颂全国计划”活动，旨
在使“教会全力具体地照顾我们
共同家园的承诺”成为一个基本
原则。在这机会上，该国主教团
在其网页上表示，主教们邀请天
主教徒不要让新冠病毒大流行的
蔓延和其引发的危机阻碍为保护
环境作出努力。
菲律宾明爱会主任巴加福罗
（Jose Colin Bagaforo）主教参
与了这项计划的介绍活动并发
言，重申疫情大流行已经造成
的严重破坏。他解释说，如果我
们不能应对气候变化和其它的
环境问题，那么就只会加剧这一
悲剧。“2021愿祢受赞颂全国计
划”是主教团愿祢受赞颂跨委员
会小组和菲律宾-全球天主教气
候运动开展的工作。巴加福罗
主教说，为令此计划取得成功，
并能对气候紧急情况带来一定影
响，这需要所有人的努力，并需
要大家对此负起责任。
巴加福罗主教接著说：“我们呼
吁你们予以支持”，因为如果你
们不参与这项活动，我们的努力
将会不足、不完整。
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
国际明爱会主席塔格莱（Luis 
Antonio Tagle）枢机也在视频
讯息中坚称，在照料地球中需要
由言语变成行动。他说：“我们
支持保护我们‘共同家园’的行
动。”

教宗会晤什叶派领袖西斯塔尼
展望伊拉克和中东的和平

教宗为伊拉克战争受害者祈祷
和平正义与祥和的和睦共处

菲律宾主教
谈新冠疫情
不应阻碍保
护共同家园

教宗会晤什叶派领袖西斯塔尼

缅甸宗教人士挺身而出阻拦 
正告军人生命宝贵不要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