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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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的兄弟姐妹：
这主日耶稣宣布祂要往天父那里
去，并吩咐我们不要心里烦乱，
只要相信天主，只要相信他（
若十四1）。耶稣就要离去，而
我们不要心里烦乱，这合乎人情
常理吗？因别离而感伤、心神烦
乱，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耶
稣自己也曾多次心神烦乱：当他
看见玛利亚为她兄弟拉匝禄的逝
世而哭泣时，便心神感伤，也跟
着哭泣（若十一33，35）；当他
意识到自己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
刻将到时，也坦承自己心神烦乱
（若十二27）；当他以沉重的心
情指出门徒们中有一个要出卖他
时，更是心神烦乱（若十三21）
。那么，为什么耶稣吩咐我们不
要为他的离去而心里烦乱呢？
耶稣吩咐我们不要心里烦乱，因
为他是去天父家里给我们预备住
处。有平安的地方可住，在圣经
中是最大的安慰和喜乐的图像；
而被排除在门外或城外，不断受
到干扰和侵害，则是最可怕和最
糟糕的处境，那是地狱的图像。
耶稣曾多次引用这图像给我们讲
述天国，例如：婚宴的比喻（
玛廿二1-14）、十童女的比喻
（玛廿五1-13）、以及耶稣最
后的忠告：「凡为狗的、行邪术
的、奸淫的、杀人的、拜偶像
的、以及一切喜爱撒谎并实在撒
谎的人，都留在城外」（默廿二
15）。
耶稣吩咐我们不要心里烦乱，因
为他是去天父家里给我们预备住
处。天父的家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那里没有贼、也没有强盗（
玛六20），一切由天父掌管。
耶稣还说在天父的家里有许多住
处（若十四2）；也就是说，每
一个人都可以在天父家里居住，
得到天父的保护。因此，我们不

必争先恐后，不必担心被排拒在
外，不必把别人当成竞争对手来
进行攀比，不必踩着别人的头往
上爬，反而应该尽力帮助别人，
把他当成好兄弟，一起同行前去
天父家里。耶稣更向我们保证，
当他预备好地方以后，必亲自来
接我们，所以我们根本用不着心
里烦乱，只要相信天主，只要相
信耶稣（若十四1）。
上个主日耶稣把自己比作「门」
，现在耶稣以自己是「道路」来
加深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必须
经过门和道路，才能抵达目的
地。门是出发点，门外是道路。
在门外会有许多危险，路途也
可能很艰苦；但是，若我们在
正确的道路上行走，就一定能抵
达目的地。真正的道路不能死气
沉沉、故步自封，却必须欣欣
向荣、朝向生命的目标前进。因
此，耶稣明确告诉我们：祂的「
道路」是「真理和生命」，祂是
真正生命的道路（若十四6）；
祂是活的道路，不是死的道路。
耶稣是唯一而且肯定到达天父那
里的「道路、真理、生命」；除
非经过他，谁也不能到天父那里
去（若十四6）！若我们静心默
想这句话，我们确实会感到很大
的安慰，信心十足，不再烦乱。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谁若认识耶稣，也就必然认识天
父（若十四7）！再静心默想这
句圣言，我们内心就会涌出力
量，定心定志，不再疑惑。

人生的目的本来就是寻求永生和
追求幸福，但哪一条是肯定抵达
永生和幸福的道路呢？这是人生
的终极问题、人心最深的渴求。
「宗教」此时试图回应人的渴
求；信奉某个宗教，虔诚依循其
道路行走，让人觉得越来越接近
目标，深信越来越靠近彼岸，
终有一天会抵达目的地。目的地
永远都在彼岸，不在此岸。在福
音中，多默宗徒就是秉持这个宗
教观念问耶稣：「主！我们不知
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哪条
路呢？」（若十四5）对多默来
说，目的地既然在彼岸，知道哪
条是到达彼岸的正确道路当然很
重要。耶稣却答复说：「我是道
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
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
你们已认识祂，并且已经看见
祂」（若十四6-7）。
耶稣的答复为我们开拓了对永生
的新视野。不只是我们朝向永生
前行，永生更趋向我们而来。永
生超越物质的关系，永生是位格
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走
上哪条道路去抵达永生，而是
藉着谁来获得永生；我们也不是
去找到这条永生的道路，而是
这位永生者来到我们中间，找到
我们。这位永生者将自己启示给
我们，让我们看见祂，让我们认
识祂，让我们居住在祂内，让我
们与祂一起永远生活。耶稣举目
向天说：「永生就是：认识祢，

唯一的真天主，和祢所派遣来的
耶稣基督」（若十七3）。耶稣
向我们所有人表明，永生由祂开
始，藉着祂实现，因祂而认识天
父：「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
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
识我父；现在你们已认识祂，
并且已经看见祂」（若十四6-7
）。因此，我们丝毫不必心里烦
乱，只要相信天主，只要相信耶
稣（若十四1）。
然而，相信却是另一个大问题。
我们怎样才能相信，并因相信而
获得永生呢？斐理伯宗徒的要求
在此显得非常自然，他对耶稣
说：「主！把父显示给我们，我
们就心满意足了」（若十四8）
。对！我们真心要相信天父，所
以请让我们看见天父。我们每
个人都像斐理伯那样没意识到：
当我们看见天父时，相信其实已
经没有必要了。对此，《希伯来
书》见证说：「信德是所希望之
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
（希十一1）。
相 信 就 是 全 心 接 受 耶 稣 的 保
证，依附耶稣的许诺；相信天
父必须由相信耶稣开始，不可
舍 本 逐 末 ， 否 则 就 会 大 失 所
望。因此，耶稣答说：「谁看
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
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
我内」（若十四9-11）。耶稣
在此并不是在描述祂与天父之
间的关系，而是在解答关于相

信的最深和最难的问题。
耶稣的解答基本上是这样的：
若真的要相信，那么就必须远
离自己制定的信仰，也就是舍
弃一切想看见天主、占有天主
的欲望。这些虚假的欲望必会
使 人 信 仰 落 空 。 若 真 的 要 相
信，必须从眼前一切不是自己
虚构幻想出来的事实，也就是
从耶稣在门徒中真实的临在开
始。耶稣的临在为我们的生活
开启新思维，为永生拓展新视
野。祂让遥遥无期的永生临近
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变为真实
可贵。
耶稣紧接着肯定地说：「信我的
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并
且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若十
四12）。耶稣所说的大事，不是
指那些让人惊叹的神迹奇事，而
是在生活中以信德来见证天父临
在耶稣内。具体而言，就是在信
徒的团体中生活，在生活中腾出
让天主行动的空间，好让人看见
天主在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临在。
换句话说，就是要成为教会，活
出教会的生命。教会能做之前无
法想象、无法做到的大事，那就
是把天主带给世人。教会现在最
关切的不是到达彼岸，把天主占
为己有，而是在此岸给天主留下
空间，在此时此地向人见证「天
主与我们同在」。这确实是件前
所未有的大事，信德的大事。这
真是天主的伟大作为！ 阿们。
梵蒂冈电台～ 张德福神父 ～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5月3日
今天是教會慶祝國際聖召節，每
年教會大家長都會為這個節日發
表一個文告，今年是第 57 個年
頭，教宗方濟各的文告主題是 
“聖召的關鍵詞” 他選了以下
四個關鍵詞∶感謝，痛苦，鼓勵
和讚美。藉此向所有的司鐸致謝
並支持他們的鐸職。
對司鐸而言，這是多麼重要的關
鍵詞，也是我們每個人聖召的關
鍵詞。今天，作爲牧者，我借這
四個關鍵詞來反省我的聖召，希
望你們也能聽到牧者的聲音，也
能幫助你思考自己的聖召。首先
來談感謝，我要藉著大徳蘭對自
己的修女說的這段話來反省。大
徳蘭說∶修女們，你看如果知道
你們被召喚到隱修院來是多麼大
的恩寵，因爲天主揀選了你們，
給了你們最大的保護，在高墙內
爲你阻擋了世界的誘惑，你該為
這恩寵感謝天主，並為此恩寵，
該知道如何回報天主的愛。
是的，我該感謝天主，因你的仁
慈讓我獲得你的揀選。從沒想過
基督信仰，更別談今天能以基督
的名，宣講基督的福音，舉揚基
督的至聖聖體，這是何來的榮
耀？這絕不是我所能及的，如果
不是你的慈悲，你的恩寵，我現
在將在那？我感謝，不管我現在
在那，或許我很有錢，或許我很

窮，或許我很頹廢，或許我很有
成就，已經不重要，因爲我找到
了自己的聖召。我感謝你，讓我
從罪惡中蘇醒過來，而走向了
你，更具體的說∶你揀選了我，
走向悔改的領洗池，因你的名受
洗。因你的名領受聖神，我算真
正死了一次，復活了一次。我由
衷的感謝！
復活後的我，最大的恩寵，就是
聖召的第二個關鍵詞∶痛苦。弟
兄姐妹們，還記得我曾分享過，
生命的一個真相，就是每個人都
無法避免在人生的旅程中，和耶
穌一樣，擁有自己的苦難，十字
架，面對死亡，等待復活。沒有
人願意擁有這樣的生命，像耶穌
基督一樣的生命，因爲很苦。今
天群衆問伯鐸說，“ 我們該做
什麽？” 伯鐸對群衆說∶“ 悔
改，因耶穌之名，將會被赦免罪
過，你們還要領受聖神。" 這是
天主對我們的召喚，領受聖神，
聖神的召喚是什麼？就是告訴我
們效法基督∶苦難，十字架的生
命，別想著逃避。你如果想要復
活，唯一一條路就是死亡。知道
這是人的宿命，因人的罪愆埋下
的罪愆，讓我們感到痛苦。痛
苦，是嗎，人怎麼那麼苦？是
的，痛苦，但復活的基督解脫了

我們這所爲被捆綁的宿命。
我感謝，當因基督之名受洗，在
聖神內堅振自己的信仰，我感
謝，一切這些本性覺得的苦，逐
漸的變得如此的甘甜。以前只求
美麗，不要哀愁，現在知道，美
麗中必有哀愁，哀愁中卻不失美
麗。痛苦，如伯鐸所言：因基督
之名，充滿聖神內行善而受苦，
還能堅心忍耐，這樣才能討天主
歡心；別忘了基督也一樣受了痛
苦，給我們留了榜樣。現在眼睛
所看到的痛苦，内心卻以感恩的
心，迎接即將到來的恩寵。痛苦
不是什麼，就是黑色的恩寵，正
如黑色的幽默，生命的吊詭，生
命的奥跡，因耶穌之名，經過了
痛苦後，發現生命比感官世界的
美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上了神父，我以爲會離開人
群，實際上我沒有離開人間，我
依然在人群徳。我以前選擇躲避
給我麻煩的人，逃離罪惡的人；
現在我卻選擇走入狼群中，選擇
面對被狼群吞噬的極大可能的生
活。
耶穌即將升天，我們等待著聖神
的來臨。弟兄姐妺們，耶穌留給
我們什麼？祂離開人間，不斷的
堅定了我們的靈魂，讓我們最後
懂得用靈魂來看這個世界，不斷

的鼓勵我們走向天主的國。是
的，聖召另一個關鍵詞就是鼓
勵。我們人依然軟弱，努力的效
法基督，卻常常跌倒，自責自己
毫無長進，所以改了又犯。大德
蘭給了我們非常實在的教導∶如
果你知道你小小的努力所得到的
恩寵是如此的大時，你就充滿著
力量了；你也發現，原來自己的
付徳實在是微不足道，所以，必
須抱著非常決心的決心，不要追
速度，只要你不放棄，繼續去
做，天主必然賜給恩寵。這是多
麼大的鼓勵。
明白了嗎？耶穌不停的寬恕，不
停的愛著我們，即使我們天天跌
倒，但祂從不放棄我們。每次默
想這段福音·，就讓我們突然看
到自己的牧羊人，打開了羊棧，
就好像浪子的父親，將家門打
開，雙臂擁抱著迷失後，回家的
孩子，這是多麼大的鼓勵！我們
願意打開禁閉的雙臂，來擁抱跌
倒的，不成全的，傷痛的，苦難
的，願意再回頭的孩子，這是多
麼大的慈悲，慈悲就是對軟弱的
我們最大的鼓勵。
領受了天主不斷慈悲的鼓勵，
靈魂自然會呼喊∶讚美天主！
這一切光榮都歸於天主。讚美
天主，沒有你的召喚，我如何
能擁有現在的面容？
司鐸們，我們的大家長為我們
的聖召選了四個關鍵詞。這

是善牧的靈性生命成長的關鍵
詞。教友們，弟兄姐妺們，這
是主基督對大家靈魂召喚的關
鍵詞。但我要再加另一個關鍵
詞，這是我們大家都要努力
的，絕對不能放棄的，這是獲
得前面四個關鍵詞的基礎。知
道是那個關鍵詞嗎？
就是祈禱，這才是所有聖召的關
鍵詞。我沒有祈禱，學習祈禱，
就沒有今天的這個召喚。每一個
人，不論你是什麼聖召，都一定
不要忘了這個關鍵詞 - 祈禱。
教宗所說的∶感謝，痛苦，鼓勵
和讚美都來自聖神的恩寵。而祈
禱正是迎接聖神之門。
如果你問我，聖召是什麽？我的
答案，就是祈禱！每個基督徒被
召喚的聖召就是祈禱。如果我們
都不祈禱，不要再妄想屬靈魂的
聖召。所以弟兄姐妺們。祈禱，
我們才能聽到牧羊人的聲音；祈
禱才能發現屋裏的竊賊，不是別
人，是自己∶祈禱才能獲得生
活，獲得更豐富的生命。
國際聖召節，我呼喚弟兄姐妺
們，從祈禱開始吧，我們才能
走向成全的福傳道路，才能找
到天主對你的召喚！不要一直
尋找司鐸，修女的聖召，而忘
記了最根本的聖召就是祈禱！
祈禱吧！牧羊人要我們從門進
去，在靈修學上，能打開這個
門的就是祈禱！

谈国际圣召节

复活期第五主日：成就更大的事

耶稣是唯一到达天父那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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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移民
与难民事务处副秘书巴乔神父表
示：为回应国内流离失所者的
呼声，我们不仅需要许多对策，
还要在基督教会之间、各宗教之
间，以及教会与政府之间进行合
作。
（梵蒂冈新闻网）在教宗方济各
的敦促下，普世教会的使命持续
拓展视野，关怀生活上的边缘
人。许多出于种种原因被迫逃离
家园的人，数个月、数年，甚至
是数十年来生活贫困，苦不堪
言，全家人一无所有，连基本
权利和尊严都遭到剥夺。为此，
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移民与
难民事务处发表《关于国内流离
失所者的牧灵指南》，并于5月
5日在梵蒂冈电台大楼马可尼会
议厅举行介绍会。这份文件在
接纳、保护、促进与融合方面提
供建议与指南，包括详细行动及
协力合作。在文件发表之际，
负责编撰这份文件的圣座移民与
难民事务处副秘书巴乔（Fabio 
Baggio）神父接受本新闻网的
采访。
巴乔神父首先指出，圣父教宗在

2020年之初与外交使团的讲话
中，「直接强调了国内流离失所
者，视之为牧灵工作优先关注的
课题。他显然超越了政治局势，
进而展望教会始终渴望投注于所
有边缘人的关爱与服务」。巴乔
神父说：「我相信，圣父教宗
有意谈论国内流离失所者，因为
他们往往遭到漠视：他们并未跨
越国界，而是留在自己国内，失

去踪迹，他们的脆弱不为人知。
因此，移民与难民事务处愿意更
广泛地省思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处
境，召集天主教专家、相关国际
公教组织，尤其是多国主教团代
表。」这份文件的核心即在于更
新天主教所有应对这种处境的主
要人员的使命。
这位圣座神长接著引用去年的数
据：光是在2019年，在145个国

家内就新增了3340万名流离失
所者。他们是我们实践「接纳、
保护、促进与融合」这四大关键
动词的对象。巴乔神父逐一解释
说，国内流离失所者经常遭到漠
视，接纳的意义在于认识他们的
处境，协助他们为人所知。在保
护方面，由于还没有国际渠道，
保护的责任托付于各国。而为了
保护他们的尊严及权利，圣座呼
吁付出额外努力。促进意味著促
使这些弟兄姊妹「融入发展进
程，把他们视为资源，而不只是
困难或问题」。至于融合，倘若
存在著敌对和歧视的情况，就会
遇到极大的难题。因此，「必须
跨越这些障碍，承认彼此都是天
主所爱的人类大家庭的成员，自
然是独一无二的；而天主创造的
这份人性，使我们团结合一」。
除了「接纳、保护、促进与融
合」这四个行之有年的关键词以
外，圣座移民与难民事务处这次
特别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
巴乔神父表示，「事实上，我们
在这份文件中也增加了『合作』
这个动词，因为没有人能独自解
决这个问题。政府人员与我们天

主教会、教区和修会成员合作，
也在基督教会各派别、跨宗教
等层面一起采取当地行动。若干
新的项目能促使我们秉持相同的
信念，或至少在同样精神的启发
下，怀著共同的愿景团结一心，
携手合作并推展当前的行动」。
关注疫情大流行下的移民
另一方面，耶稣会难民服务社
（JRS）和其它人道组织共同发
出呼吁，吁请英国首相约翰逊在
这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发给那
些处于“移民身份不确定”状况
中的人暂时的居留证。
英格兰和威尔士主教团移民和寻
求庇护者牧灵工作负责人麦卡利
南主教在英国天主教会网站上发
布的一份声明中强调，“在当前
的危机中，尊重人性尊严是要求
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有保护自
己免受新冠病毒袭击和有必要时
得到医疗的权利”。
主教接著指出，“为了社会公
益，我们持续被告知要保护自己
和他人”，为此，“那些没有永
久居留的人该当享有同样的机会
和途径做防护，这也是为了减少
公共卫生陷于危机的风险”。

在圣玛尔大之家的弥撒中，教宗
方济各念及在疫情下足不出户的家
庭，愿它们拥有平安、耐心和创
意，没有暴力。在讲道中，教宗指
出，耶稣渴望教会内团结合一：我
们必须克胜分裂的诱惑。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5月
4日在圣玛尔大之家主持清晨弥
撒。他在礼仪开始时念及家庭，
说：「今天让我们为家庭祈祷：在
这隔离防疫时期，足不出户的家
庭试图与孩子、与所有人做点新鲜
事，发挥极大的创意，好能向前迈
进。家庭内有时也会暴力相向。让
我们为家庭祈祷，愿它们在这隔离
防疫时期，持续怀著创意和耐心平
安度日。」
当天的读经一记载，受过割损的
犹太人不满伯多禄与外邦人同席吃
饭，因而谴责这位宗徒（参阅：宗
十一1-18）。在福音中，耶稣表
明：「我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
一栈，我也该把他们引来，他们也
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
羊群，一个牧人。」（参阅：若十
11-18）
在讲道中，教宗阐明，虽然法律的
纯正性不允许，但是圣神引领了伯
多禄与外邦人来往。「在教会内，
特别是在初期教会，许多事还不清
楚时，存在著『我们是义人，别人
是罪人』的态度。这种『我们和别
人』，就是分裂」。这是「教会的
一种疾病，源自于意识型态或者宗
教的分门别派」。比方说，在耶稣
的时代，分成法利塞人、撒杜塞人
等派别，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信念来
诠释法律。就连耶稣也受过谴责，
因为祂进入了税吏的家，与民众眼
中的罪人同桌用餐（参阅：玛九
11；谷二16）；因为耶稣吃饭前
没有洗手（参阅：路十一38）。
种种想法和立场制造出分裂，甚至
到了分裂重于合一的地步，让自己

的想法凌驾在圣神的带领之上。然
而，在当天弥撒的福音中，上主
渴望所有的羊听从祂的声音，达成
「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的愿
景。教宗表示，这正是福音中宴席
的比喻的意义：当受邀的宾客一个
个找借口婉拒赴宴时，主人勃然大
怒，对仆人说：你们去十字路口，
把所有的人带来宴席。这所有的人
当中，有老有少、有富贵有贫穷、
有善人有恶人。但是这「所有的
人」或多或少是上主的愿景：「祂
为众人而来，并为众人而死；祂使
人人成义」。
分裂的诱惑比比皆是，保禄也不堪
其扰，因为有人说：「我属保禄」
，另一人说：「我属阿颇罗」（参
阅：格前三1-6）。而就在五十年
前，梵二大公会议结束后，教会也
深受分裂之苦，人人各有立场和
思想。教宗强调，这固然「合情合
理，但是要在教会的合一内，在耶
稣善牧之下」。耶稣渴望所有的羊
听从他的声音，成为一个羊群。「
这是为众人合一的祈祷，我们大家
只有一个善牧，就是耶稣」。
教宗最后邀请众人一同祈求上主
「使我们摆脱分裂的心态」。愿
上主协助我们明白，「在祂内人
人互为弟兄姊妹，祂是大家唯一
的牧人」。
求主接纳新冠疫情的亡者
教宗方济各5月5日在圣玛尔大之
家主持清晨弥撒。他在礼仪开始
时，念及所有新冠疫情中的亡者。
教宗说：「今天让我们为全球疫情
的亡者祈祷。他们孤独地离世，临
终时没有挚爱的抚慰，其中有许多
人连葬礼都没举办。愿上主接纳他
们进入光荣。」
当天的福音记述了耶稣与犹太人的
对话。耶稣明确告诉他们：「你们
还是不信，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
羊。」（参阅：若十22-30）教宗

由此省思，哪些态度阻碍我们认识
并宣认耶稣基督？
第一重阻碍是贪恋钱财。教宗说：
「我们这些走入上主之门的人，也
有许多人随后裹足不前，因为钱财
禁锢了我们。」上主对钱财的态度
坚决，因为钱财是前行的阻碍。我
们虽然不追求贫苦，却不能为钱财
而活，沦为它的奴隶。钱财是现世
的主人，「而我们不能事奉两个主
人」（参阅：玛六24）。
第二重阻碍是僵硬的态度：心灵的
僵硬、诠释法律时的僵硬。教宗指
出，「耶稣正是为了这种僵硬态
度，斥责法利塞人和经师」。态度
的僵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关
于这点，教宗提起一件奇闻轶事：
有一名女士周六下午参加了一台婚
配弥撒，并询问这算不算一台主日
弥撒，因为弥撒选读的经文不同。
这名女士害怕犯大罪，怀疑自己参
加了一台「假的」弥撒，因为经文
对不上号。教宗说：「这名女士属
于某个教会运动团体，可是这态度
多么僵硬。这会使我们远离耶稣的
智慧，剥夺你的自由。许多牧者助
长信友灵魂里的这种僵硬态度，而
这僵硬态度使得我们进不了耶稣的
门。」
第三重阻碍是懒惰懈怠。松懈倦怠
的态度「夺走我们前行的意愿」，
「让你变得不冷不热」。懒散是我
们前行的阻碍。第四重阻碍是教权
主义，因为它「取代耶稣的位置」
，立定诸多规矩。教宗痛斥「教权
主义剥夺信友的信仰自由。教权主
义作风是教会内的一种丑陋疾病」
。第五重阻碍是世俗精神，也就是
信仰的实践流于世俗化。有些堂区
的某些圣事的庆祝变得世俗，人们
不太明白耶稣临在的恩宠。
上述的所有态度，都「缺乏自由」
。少了自由，就无法跟随耶稣。
当然，自由有时会走过头，失足
跌倒，但这总好过在开始走向耶
稣之前，就一蹶不振。教宗最后
恳求上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
到自己的内心是否自由」，能否
自 由 地 走 向 耶 稣 ， 「 成 为 祂 的
羊」。

教宗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祈祷后
提到世界圣召祈祷日，再次向遭
受新冠病毒之苦的人和那些照顾
病患的人表达关怀之情，并鼓励
各大宗教的信徒于5月14日为此
意向祈祷、守斋和行慈悲善功。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5
月3日在宗座大楼图书馆诵念天
皇后喜乐经后，特别提到当天是
世界圣召祈祷日。他阐释说，圣
召祈祷日使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
话，也就是“天国的田地有许多
的工作，应当求天父派遣工人到
祂的田地中去工作”（参阅：玛
九37-38）。
教宗接著表示，“在生命的任何
情况下，基督徒的一生要不断回
应天主的召叫”。“司铎和度奉
献生活者要有勇气和毅力，没有
祈祷，就无法继续走这条路”。
教宗说：“我邀请所有人向上主
祈求恩典，为祂的国度派遣好的
工人，愿他们将自己的心灵和双
手向祂的爱敞开。”
此外，教宗再次向新冠病毒患者
和那些照顾病患以及为之受苦的

人表达关怀之情。他也支持和鼓
励通过各种举措正在进行的国际
合作，以有效和适宜的方式应对
这一严重危机。教宗说：“集结
科学能力，以透明和公正无私的
方式找出疫苗和治疗方法极其重
要，并且应确保基本技术得以普
遍获取，使世界各地的每位感染
者都能得到必要的医治。”
教宗在讲话中同时也指出在这艰
困时刻祈祷的重要性。教宗欣然
采纳《人类兄弟情谊》高层委员
会的提议，即在5月14日当天“
所有宗教的信徒心神团结一致，
一同祈祷守斋并力行慈悲善功，
祈求上主帮助人类克服新冠疫
情”。
此外，教宗特别念及梅特尔
（Meter）儿童保护协会，该协
会多年以来致力于打击各种侵犯
儿童的行为。教宗最后提到5月
圣母月，他鼓励信众在这卫生紧
急情况下，“在精神上”前往圣
母朝圣地，“把各自的忧虑、期
望和对未来的计划托付于童贞圣
母玛利亚”。

流离失所的移民。

教宗为世界圣召主日祈祷

《关于国内流离失所者的牧灵指南》
圣座建议接纳保护与关怀边缘人

教宗清晨弥撒：念及家庭教会
愿家庭平安教会团结合一

教宗为世界圣召主日祈祷
鼓励信徒为抗疫祈祷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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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马来西亚天主
教主教团于5月4日，就教会
堂区开放办公室及恢复工作
事项，向天主子民发出牧
函，指示有关恢复办事的指
南，所有员工必需遵守防范
新冠状肺炎的严谨措施，包
括保持社交距离，量体温，
戴口罩与以消毒液洗手等。
由于政府当局仍禁止大型聚
会，包括群聚的宗教活动，
因此指南指出，所有弥撒和
礼仪服务仍需暂停；教友的
基信团聚会也无法举行。
马来西亚天主教主教团致天
主子民的牧函如下：
致天主子民：
献上复活主喜乐的祝福。
众所周知，首相已经宣布放
徳我国的行动管制令，允许
在5月4日恢复商业活动及人
员办公。我们建议采取以下
措施，作为堂区开放办公室
及人员恢复工作的指南：
1. 办公室员工 一 如果办公
室只有一名员工，可以遵照
平常工作时间和职务于5月

4日（或是本堂神父认为适
合的较迟日期）恢复办公。
如超过一名员工，则需严格
遵守社交距离或是以轮流办
公安排来达致社交距离的要
求。
2. 在办公时间请打开窗户及
使用风扇，以使空气流通。
请勿使用空调。
3. 清洁工人、园丁、家务助
理、厨子及杂役皆可复工，
但必须严格遵守社交距离。
4. 所有员工或志工如在封闭

的空间工作，皆需进行体温
检测。办公室必须提供消毒
液及口
罩。员工 / 志工在工作时间
都需佩戴口罩。
5. 堂区必须发信予员工 / 志
工作为证明，以方便安全通
过保安路障。（附上书信范
文）
6. 任何员工 / 志工如有发
烧、感冒症状，请通知神父 
/ 办公室主任，同时请留在
家中。

7. 任何人（不是团体）如
有特别或紧急事件需要会见
神父或办事处员工，必须先
预约。如果事情可以通过电
话、电邮或其它途径，则不
需见面。预约的访客必须经
过体温检测，以消毒液洗手
及佩戴口罩。访客之个人资
料必须记录在案，以备需要
时作疫情追踪。
8. 教堂入口围篱大门应保持
关闭，只开放给有预约者。
9. 尽管教堂办事处可以开
放，但政府仍严禁涉及群体
聚会的教会活动。
A. 所有弥撒和礼仪服务皆
暂停至另行通知为止（可以
进行殡葬礼仪，但需遵照卫
生部及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指
南）。
B. 堂区其他聚会（例如会
议、培训、课程）将暂停至
另行通知为止。
C. 基信团聚会（例如祈祷
会、交流会、玫瑰经等），
仍需避免，以维持社交距
离。

D. 我们鼓励有能力的堂区，
通过线上平台，主持会议、
课程、祈祷和培训。
E. 居家病人的圣事可恢复进
行，但必须作好防范措施。
神父们务必提前联络病患，
以确认该病患是否有新冠肺
炎的症状；神父应避免在同
一天内从一家到另一家进行
拜访。
上述指南会不时根据有关当
局修改及增加的标准作业程
序，而加以修订。
我们交由各堂区神父，按各
堂区的需要，酌情决定添加
任何未提及的措施。
在我们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
当儿，让我们继续为天主和
祂的子民服务。
愿天主保佑您和您所爱的
人，同时我们祈求圣母玛利
亚和劳工主保圣若瑟的护
佑。
+马来西亚天主教主教团的
成员如下：
主席：吉隆坡总教区廖炳坚
总主教，古晋总教区傅云生
总主教，亚庇总教区黄士交
总主教，甲柔教区博纳德主
教，根地咬教区高略彭恩主
教，槟城教区施恩天主教，
山打根教区犹利基敦主教，
诗巫教区许德光主教，美里
教区吴对龙主教。

（吉隆坡讯）在新宪报颁布
的新条规下，政府列出13种在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PKPB）
期间被禁止的活动。被禁止
的活动包括娱乐、休闲、消
遣、宗教庆典、文化和艺术
等涉及多人群聚的活动。
根据《透视大马》所看到的
新条规，一些工作和商业事
务也被禁止。
2020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条
规（感染区域内的措施）
第三条指出：“任何人都不
能进行、举办、经营或以其
他方式参与任何被禁止的活
动。”
首相慕尤丁于最近宣布，从5

月4日起落实有条件行动管制
令。慕尤丁指出，大部分经
济领域和商业活动将允许重
新运作，并遵守当局规定的
条件和程序。
这是卫生部长阿旦峇峇发布
的第五版条规，并撤销于4月
29日至5月3日执行的第四版条
规。新条规从即日起执行，
直到5月12日。
新条规允许一人外出上下
班，此前只允许民众外出购
买必需品或求医。不过，民
众的行动仅限于在州内或联
邦直辖区内，跨州则必须获
得警方的批准。值得一提的
是，新条规允许不超过4人共

乘一辆车外出。
至于所有德士、出租车或电
子召车，则只允许载送两名
乘客，而海陆公共交通只能
载送原有载客量的一半乘
客。
另一方面，负责宗教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祖吉菲理认为，
如果民众配合有条件行动管
制令的程度令政府满意，他
预计很快就可以重新开放清
真寺，让穆斯林祈祷。
他透露，政府考虑了卫生部
与国家安全会的建议后，才
决定是否重新开放清真寺。
不过，由于宗教属于州政府
管辖范围，联邦政府须与州
政府加强沟通。
他也强调，在决定是否恢复
清真寺强调活动之前，也须
顾及清真寺管理方面的做好
准备。

（根地咬
讯）原定
于2020年
5月6日举
行的沙巴
州根地咬
教区成立
27周年纪
念 ， 已
因 防 控
新 冠 状
肺炎而实施的行动管制令而被
展延。
根地咬教区高略彭恩主教对教
友们说，虽然我们受到行动管
制令的约束，致使我们不能作
为一个群体聚集在一起，庆祝
我们教区的27 周年纪念，但
作为个人，家庭及社区，我们
都具有团结和虔诚的意识，因
此，我们应向上主表达我们的
感恩，祈求祂继续的保护我
们。
主教邀请身为天主子民的牧
者，修士与修女，以及平信
徒，在纪念教区成立27周年之
际，关心下列各项：
1. 时常醒觉，团结与感到自
豪，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行的
天主子民。
2. 对我们的使命有担当，勤于
祈祷，活出主圣言，参加弥撒
圣祭，与社群同在，并致力于
争取和平，正义与爱，与受造
界和谐共处。
3. 选择由圣神赋权的生活，藉
以能够互相帮助，成为一个有
担当和有效的天主子民团体，
为主效劳。

4. 关心我们的堂区和教区的需
求，从而在财务上捐助牧民，
行政和其他需要。我们不知道
行动管制令要实行多久，致我
们不能举行弥撒圣祭或周日的
敬礼。
高略主教说，他忠诚的希望全
体教友能够了解目前的局势，
并与堂区和教区保持联络。
主教对因为管制令而不能领洗
的慕道者说，希望他们将有耐
心，并在他们等待尚须决定的
领洗日子之际，要有恒心的学
习认识和爱耶稣。
根地咬教区已于5月3日早上的
复活期第四主日举行线上弥
撒，庆祝该教区的27周年纪
念。主教促请教友们为教区的
第27周年纪念举行敬拜，颂念
玫瑰经和上主慈悲祷文。
另一方面，亚庇总主教黄士交
也已宣布，因受到新冠状肺炎
疫情的不定性，取消举行落在
今年5月26日的沙巴丰收节。
总主教说，为了人民的福祉，
大家应该留守家中，以打破病
毒的传染链。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首
位已婚的永久执事AP多默，
于5月1日蒙主恩召，安息主
怀，享年87岁。
AP 多默执事 早前服务于巴
生的露德圣母堂与巴生港
口的圣妇亚纳堂。5月1日，
他因感到呼吸困难而被送入
巴生医院，并于午后宣告不
治。
多默执事于1933年出生于印
度克拉拉省的一个小渔村，
长大并完成中学教育后，于
1953年（时年20岁）离开家
乡，来到当时的马来亚，做
过各种工作，后来在1961年
加入政府民事服务，起初在
吉隆坡教育部任职，后来调

往关丹，直到退休。
执事小时在教堂做弥撒辅
祭，一向有志于修道做神
父。但后来其兄长逝世，他
须负起全家人生活的担子。
直到1967年梵二大公会议恢
复了永久执事的神职，看到
自己担任神职人员的机会，
他便向当时的吉隆坡总主教
温德根提呈申请。
经过三年的培训后，他于
1974年4月16日，在关丹的圣
多默堂受祝圣为永久执事，
并在该堂服务至1996年；后
来他被调任至巴生的露德圣
母堂，圣妇亚纳堂以及救世
主堂。多默执事在教会服务
了46年后才宣告退休。

多默执事身后留下丧妻黛
西，五个子女及多名孙儿。
由于行动管制令的实施，只
有亲属才能参加殡葬礼仪。
吉隆坡总主教廖炳坚以及神
职人员向多默执事的家属致
以诚挚的悼念。

主教团牧函指示堂区恢复办公
受群聚禁令教会弥撒仍暂停

有条件管制令禁13活动
开放清真寺视守法表现

隆总教区首位永久执事多默  
安息主怀享年87岁  

根地咬教区成立27周年

因管制令影响展期庆祝

行管令放宽后，轻快铁搭客增加了。

永久执事AP多默遗容。
根地咬教区成立
27周年标志。

根地咬教区高略彭恩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