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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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日耶稣给群众另设了三个天国
的比喻，更正确地说，是三个天国
子民的比喻：麦子和莠子的比喻（
玛十三24-30）、芥子的比喻（十三
31-32）、以及酵母的比喻（十三
33-35）。麦子、芥子和酵母都比喻
生活在世界上的天国子民。这三个
比喻明确告诉我们，天国子民不能
与世界隔离，只在纯善的环境中生
活。麦子得与莠子一起生长，芥子
与各种蔬菜一起种植，而酵母则必
须在面团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然而，天国子民的身份和言行举止
总是与众不同，他们不同流合污，
不独善其身，却兼善天下。人们从
起初就能认出他们的信仰特质，甚
至于后来在他们那里获得好处。
在麦子和莠子的比喻中，麦田主人
撒了好种子，他的仇人却在麦子中
间撒上莠子。主人知道后，并不立
刻把莠子拔掉，反而让麦子与莠子
一起生长到收割的时候。这不是一
般农夫的做法，但天主不是一般的
农夫。耶稣藉此比喻教我们认识天
主的宽宏和公义。天主不害怕恶，
也不急于清除恶；祂控制全局，掌
握大权，主宰一切，所以能谅解一
切，温和宽厚！天国子民现今仍得
在凶恶势力存在的环境中生活，但
时刻将到，那时天主必以公义作出
审判，赏罚分明。教会引用《智慧
书》回应耶稣的教导，说：「天主
这样作，是为了教训祂的子民，义
人必须怜爱众人。天主使祂的子女
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天
主常赐予忏悔的机会」（读经一：

智十二19）。
观察现实社会，我们就可以理解这
怜爱的智慧何其伟大。为何有人使
用暴力、强词夺理？他们这样做因
为他们知道自己软弱和无把握。他
们没有实在的权威，他们只能靠武
力来巩固自己的主张，用暴力来
保住自己的势力。他们打压别人是
为了隐藏自己的弱点，行使暴力是
因为自己无能又无理。他们不容许
异议，不懂得为人着想，无法宽容
待人，因为反之必然显露自己的赤
裸。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软弱，
都是可怜的罪人。我们且别自充为
义，自欺欺人，更别急于要求天主
惩罚他人的软弱，却要自己谦虚忏
悔，祈求怜悯，坚持希望。
耶稣离开了群众，回到家里后，给
祂的门徒解释说：到了收割时期，
那收割的将不是播种的仆人，而是
天使（玛十三39）。换句话说，天
主将以天上的大能来清除邪恶，不
是借着祂在现世的仆人。天主耐心
等待收割时期的到来，才将麦子和
莠子分开，因为祂掌控一切，知道
祂的麦田必会丰收，不会被莠子毁
坏。祂知道有邪恶者在祂的麦田撒
下莠子，祂也知道莠子会影响麦子
的成长，但祂更知道麦子必会结出
丰硕的果实，「有一百倍的，有六
十倍的，有三十倍的」（玛十三8
）。天主以自己的宽仁和忠信坚强
了祂的子民；主耶稣亲自与我们同
行。我们可以依靠天主的忠信，追
随主耶稣的引领，高声赞颂说：「
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也不
怕凶险，因祢与我同住」（咏廿三

4）；「天主是我的盘石，我的救
星；天主是我的堡垒，我决不致摇
倾」（咏六二7），因为「威能属
于天主；我主，慈爱也非祢莫属，
因祢按照各人的行为，予以各人报
酬」（咏六二13）。
因此，在莠子中间，在现世的凶恶
当前，我们应该更努力地觉悟自己
是麦子，是「天国的子民」（玛十
三38），也就是由「人子」统治的国
民（达七13-14；玛十三41），好好
地生活直到收割的时期。这位人子
耶稣差遣出去除恶的不是我们，而
是祂的天使，「由祂的国内，将一
切使人跌倒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
起来，扔到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
号和切齿」（玛十三41-42）。主耶
稣要求我们忠于自己的身份，尽心
做好种子，竭力成为义人。
耶稣向我们证实说：「义人要在天
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玛十
三43）。发光是天国子民的本份。
耶稣在此很清楚地强调，作为天国
的子民，我们的责任是在世界上发
光，彰显天主的光辉，见证天主的
宽宏和公义。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发
光、结出果实，而不是以强力对抗
邪恶，看到莠子就急着想把它拔
掉。圣保禄也这般劝勉我们说：「
对人不可以恶报恶，对众人要勉励
行善；如若可能，应尽力与众人和
睦相处。诸位亲爱的，你们不可为
自己复仇，但应给天主的忿怒留有
余地，因为经上记载：『上主说：
复仇是我的事，我必报复』」（罗
十二17-19）。
耶稣讲解了麦子和莠子的比喻后，

再设两个比喻来鼓励我们，别怕
在现世中成为渺小、不显眼的人。
「因为在众人中最小的，才是最大
的」（路九48）；「在后的，要成为
在先的」（玛十九30）；「凡眨抑自
己的，必被高举」（玛廿三12）。一
粒小小的芥子，长大后成了可以让
飞鸟前来栖息的树（玛十三31-32）
；在三斗面里，肉眼看不见的酵母
可以使面团全部发酵（玛十三33）。
倘若小小的芥子和肉眼看不见的酵
母就有这么大的能力，那么天国的
威力必然更加伟大，所有属于天国
的子民必将因天国而坚强壮大。我
们要信頼耶稣，信任天国，在莠子
中间仍坚持做麦子；我们要做各种
蔬菜中的芥子和面团中的酵母。我
们要永远赞颂天主的伟大宽宏和公
义。愿天主永受赞美！ 阿们。
梵蒂冈电台～ 张德福神父 ～
今天福音中这比喻是这样说的：
　　那时，耶稣又给群众设了一个
比喻说：「天国好比一个人，把好
种子撒在自己的田 。当人们熟睡
时，来了他的仇人，在麦子中间撒
了莠子，就走了。当麦苗茁壮吐穗
时，莠子也显出来了。仆人前来报
告主人说：『主人！你撒在田 的不
都是好种子吗？从哪 来的莠子呢？
』主人说：『这是仇人干的。』仆
人对他说：『你要我们去把莠子
收集起来吗？』他却说：『不！恐
怕你们收集莠子时，连麦子也拔起
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时。到那
时，我将对收割的人说：先收集莠
子，扎成捆，好烧火，再把麦子收
入仓内。』」（玛13: 24-30）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7月15日  

斧頭怎能對用它砍伐的人
自豪？鋸子則能向拉鋸的
人自誇？難道棍子能揮動
那舉起它的人？木棒怎能
舉起那不是木頭的人呢？
我們總以爲是因爲自己有
多了不起，而忘了心存感
恩。“如果沒有我，你將
會變成怎麽樣子？” 說
實在的，我們總以爲世界
圍繞著自己在轉，當那一
天看到了，沒有自己的存
在，世界依然如此美好，
不知心情是否會很低落？
我們是受造物，但我們總
是把自己當成是世界的主

宰，我們拒絕了天主，認

爲這是迷信，卻把自己當
成 神 一 般 的 要 他 人 來 敬
拜，這就是我們：我完成
的這一切，全憑我的雙手
和智慧，因爲我聰明！其
實我們犯上了那個斧頭，
那個木棒的無知。我們失
去了小孩的赤子情懷，小
孩知道自己一切都來自他
所信賴的那位，我們人該
相信的不是自己，而是在
天主内的那位自己。似乎
這只有小孩子明白，我們
長大後喪失的就是小孩子

的情懷！

小德蘭獲得了這個智慧，
天國奧秘的智慧，不是人
間 世 界 那 個 “ 因 爲 我 聰
明“的智慧！天國奧秘的
智慧啓示給小孩，瞞住了
自我聰明的智慧，不是天
主不啓示給他們，而是他
們選擇了不信！這不信就
是來自斧頭的自豪，鋸子
的自誇，木棒的自以爲是！
我們的生命，不能只是專
注在人的世界。生命更高
的智慧，也就是天主的智
慧置於萬物的創造中，最

大的智慧在主耶穌基督的

奧 秘 生 命 中 。 誰 能 獲 得
耶穌，來自上天的生命智
慧，來自上天的啓示？聖
經不斷的提醒了：謙卑的
人！謙卑者，信靠天主的
人；驕傲者，相信自己的
人。單純的如小孩，其赤
子之心是如此的信靠著耳
朵的創造者，眼睛的製造
者，萬民的主宰，人類的
導師。這一點都不難用人
的理智來理解。
我們一切都來自啓示，啓示
是天主的灌注，越純净的心

靈，净空的杯子，才能被智
慧給灌注，有時理智反而成
爲了阻礙！主！求你賜給我
一顆純潔的心，唯一注視著
禰的心，一顆赤子之心！
玛 11:25-27
因为祢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
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
子。
就在那时候，耶稣说：“父
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
祢，因为祢将这些事瞒住了
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
小孩子。是的，父啊！祢原
来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
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
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
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
父。”

天主是世界的主宰

甲年常年期第十六主日：麦子与莠子一起生长
主耶稣要求我们尽心做好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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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在诵念三钟经前的讲
话中强调，“为使我们和我们的
兄弟姐妹结出好果实”，我们必
须接纳天主圣言，成为没有荆棘
和石头的“沃土”。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7
月12日主日在宗座大楼的书房窗
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
友们诵念三钟经。教宗在念经前
的讲话中省思了主日福音中耶稣
讲的撒种的比喻，指出“我们每
个人都是一块土地，圣言的种子
落在这块土地上”。撒种的比
喻“是所有比喻的‘根源’，因
为它所谈论的是聆听圣言”。
教宗说：“以种子为象征的天主
圣言并非抽象的话语，而是基督
本身，即在圣母玛利亚胎中降生
成人的天主圣言。因此，接纳天
主圣言亦即接纳基督本人。”
接著，教宗依照福音的解释省思

了接纳天主圣言的不同方式（参
阅：玛十三1-23）。他首先提
到，我们可以让圣言的种子撒在
路旁，飞鸟一来就把种子吃了。
教宗说：“这大概是分心的情

况，它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危
险。我们被许多流言蜚语、许
多意识型态和内外不断让我们分
心的事物所纠缠，我们能失去静
默、收敛心神和与上主交谈的乐
趣，以致也会失去信德，不接纳
天主圣言。我们观看一切，却因
一切，因世俗事物而分心。”
另一种可能的方式是，我们让
天主圣言的种子撒在一块没有多
少土壤的石头地里。教宗解释
道：“种子在那里即刻发芽，但
很快就干枯，因为无法深深地扎
下根。这是那些因一时热忱而接
纳天主圣言的人的图像，他们只
流于表面，没有吸收天主圣言。
困难一来，比如生活中的痛苦和
困扰，他们就失去了那尚脆弱的
信德，好像落在石头当中的种子
很快就枯萎。”
谈到接纳天主圣言的第三种方

式，教宗表示，那就是让圣言
的种子落在荆棘生长的灌木丛
中。“这些荆棘乃是财富、成就
和世俗思虑的骗局。圣言在那里
有略微的成长，但被窒息，长得
不壮，也许死了，或不结果实”
。
第四种方式，就是我们“如同好
土地”那样接纳天主圣言。教宗
指出：“唯有在这块好土地上，
种子才能生长并结果实。撒在这
块沃土里的种子代表那些聆听圣
言的人，他们接纳和在心中守护
圣言并在每日生活中将之生活出
来。”
论述了这四种接纳天主圣言的方
式之后，教宗邀请每位信友反思
两个关键问题：我属于那种土
地？我是否如同路旁、石头地或
长满荆棘的土地呢？
教宗说：“如果我们愿意，藉著

天主的恩宠我们就能成为用心开
垦和耕作的好土地，使圣言的种
子长大成熟。圣言的种子已经存
留在我们心中，但它是否能结果
实却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是
否接纳我们所保存的这个种子。
我们经常因过多的兴趣、过多的
诱惑而分心，难以在众多声音和
众多的话语中分辨出上主的声
音，而这正是使我们自由的唯一
声音。”
最后，教宗再次邀请信友们经
常随身携带一本《福音》书，养
成诵读天主圣言的习惯。教宗
说：“你们要经常随身携带一本
袖珍版的《福音》书，将它放在
口袋或手袋里。你们要每天诵读
一小段，这样你们就能养成诵读
天主圣言的习惯，清楚明白哪个
是天主给予你的种子，我以怎样
的土地来接受这种子。

巴西正努力遏制新冠疫情大流
行，“教宗方济各医院船”也
不遗余力地加入抗击的行列。
近一年来，这艘船沿著亚马逊
河航行，为沿岸地区和亚马逊
雨林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援助。
（梵蒂冈新闻网）巴西正齐心
合力地遏制新冠疫情大流行，
自5月以来，该流行病在该国每
天夺去约1千人的性命。值此严
峻时刻，以“教宗方济各”的
名字命名的医院船也加入了抗
击疫情的行列。近一年来，这
艘医院船为亚马逊河沿岸和亚
马逊雨林70万人带去医疗-卫
生援助。据拉丁美洲主教团委
员会（CELAM）的网站称，
医院船协调小组成员索萨（Joel 
Sousa）修士在一次采访中指
出，“这医院船已经创造了奇
迹，为沿岸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健
康和希望”。
索萨修士接著表示，在此卫生紧
急情况中，“我们不能不与新冠
疫情抗衡。为此，我们特别进行
了人员的重组，与医疗专业人员

和特定的医疗援助一起来应对新
冠疫情大流行”。船上的工作人
员除了给当地居民进行第一阶段
的治疗，还让他们提高对疫情的
认识。索萨修士最后称，“我们
主要负责治疗的是有流感症状的
人和轻度的新冠病毒个案。医生
进行会诊，而我们则负责分发药
物”。
“教宗方济各医院船”长达32
米，船上有23位医疗领域的专
业人员，并设有各种医疗服
务，诸如乳房X光检查、超声
心电图、手术室、化验室、药
房、疫苗接种室、眼科和牙科
等等。这项计划的发起者是帕
拉州的奥比多思（頼bidos）
教区主教巴尔曼（Bernardo 
Bahlmann）和在里约热内卢开
办医院的亚西西圣方济各团体
的会士们。2019年7月，这艘船
正是从奥比多思启行。自那时
起，它为亚马逊河沿岸的许多
城镇提供了4.6万项服务。
教宗方济各对这项“医院船”
的创举给予了支持，他透过教

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
（Konrad Krajewski）枢机，向
医院船赠送了一台超声波机器。
此外，去年8月，当医院船抵达
贝伦（Belém）时，教宗向参
与这项创举的人致函表达谢意。
他在信函中提到，教会蒙召“成
为一所‘战地医院’，无条件地
接纳所有人”。透过这项创举，
教会如今也以“水上医院”的形
式临在。如此一来，“如同耶稣
在水上行走、平息风浪和坚固门
徒们的信德那样，这艘船将为被
遗弃和需要帮助的男女带去精神
慰藉和安详”。
设立医院船的计划始于2013年，
当时教宗方济各在巴西世青节
的机会上探访了亚西西圣方济
各团体在里约热内卢开办的医

院。教宗探访医院的那一天是
2013年7月24日，他询问在场会
士，他们是否也临在于亚马逊
地区，一位会士说还没有。教

宗立即表示：“那么，你必须
去那里！”在与帕拉州达成协
议后，建立这艘“医院船”的
计划得以实现。

土耳其政府当局7月10日决定将拜占
庭礼的圣索菲亚大殿重新改作清真
寺，此举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
全世界产生强烈反响。这座讲述历
史的神圣建筑启发当代人类做出反
思，寻求爱与和平的道路。
（梵蒂冈新闻网）土耳其政府当局
7月10日作出决定，将拜占庭礼的圣
索菲亚大殿重新改作清真寺。这个
决定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世
界产生强烈反响。教宗方济各7月
12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带领信
友诵念三钟经之后也表示，“大海
将我的思绪带向远方，抵达伊斯坦
布尔。我念及圣索菲亚大殿，感到
很痛心。”世界基督教协会要求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重新考虑这一决
定，以促进相互了解、尊重、对话
与合作，避免重现旧的仇恨、排斥
和分歧。
原本为基督徒圣殿的圣索菲亚
大 殿 是 基 督 徒 皇 帝 查 士 丁 尼
（Giustiniano）于537年主持下落成
启用。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
士坦丁堡并将其更名为伊斯坦布
尔，同时将圣索菲亚大殿改为清
真寺。现代土耳其开国元勋凯末尔

（Mustafa Kemal Atatürk）总统则
于1934年颁布法令，将它改为博物
馆。
圣索菲亚拜占庭礼主教座堂自六世
纪建设之初就使世人惊叹不已，它
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首府君士坦丁
堡的主要礼仪崇拜建筑，至今仍是
现代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最著名
的地标。圣索菲亚大殿也是塑造历
史进程重大事件的发生之地。

按照希腊语的名称，这座古老的大
殿奉献于“神圣的智慧”，而智慧
在《圣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
《旧约智慧书》的中心主题。在《
旧约》中，“智慧”的人格化以及
智慧的概念都源自希腊哲学，特
别是柏拉图主义。在基督信仰宗教
中，天主圣子，即天主圣三的第二
位，逻各斯（Logos，即“天主圣
言”、“耶稣基督”）被视为天主

的神圣智慧（参阅格前一24）。耶
稣作为基督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清楚
地体现在圣索菲亚大殿内的马赛克
设计中。
圣索菲亚大殿起初是遵照君士坦
丁大帝的意愿，在罗马帝国的新
都城建设的“大教堂”。后在君士
坦丁乌斯二世期间（Costanzo II）
，于公元360年建成，由欧多西奥
（Eudossio di Antiochia）宗主教
举行奉献教堂礼。公元404年大教
堂遭遇火灾，皇帝狄奥多西二世
（Theodosius II）重建大教堂，于415
年建成祝圣。
大教堂于532年再次遭遇火灾，基
督徒皇帝查士丁尼（Giustiniano）
邀请建筑师安特米奥（Antemio 
di Tralle）和伊西多罗（Isidoro di 
Mileto il Vecchio）负责重建工程。
历史资料描述它的宏伟，如此说：
它是基督宗教信仰中规模最大的主
教座堂；建筑工人来自罗马帝国
的每一个角落共计一万人；建筑用
的大理石或来自厄弗所阿尔特米
（Artemide）神庙或来自埃及、博
斯普鲁斯、得撒洛尼和頼利亚的采
石场。公元537年，一座名为“神圣

智慧”的拜占庭礼主教座堂落成，
尤迪克（Eutichio）宗主教于12月
27日举行教堂奉献礼，皇帝查士丁
尼在奉献教堂时大声呼喊说：“光
荣归于天主，祂让我当得起做这一
切！”
公元1204年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占
领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拉丁王
国，圣索菲亚大殿成为西方拉丁礼
主教座堂并一直延续到1261年，拜
占庭人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后来受到地震的影响，该圣殿于
1354年关闭。
1453年，奥斯曼帝国皇帝默罕默德
二世（Sultano Maometto II）征服君
士坦丁堡，将圣索菲亚大殿改为阿
亚索菲亚（Aya Sofya）清真寺。1934
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开国元勋凯末
尔总统颁布法令，将阿亚索菲亚清
真寺改为博物馆。多年来，圣索菲
亚大殿在世界历史遗迹基金会的资
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建与修复
工程。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6年11月30日
牧灵访问土耳其时，参观了伊斯
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
殿。他在博物馆的烫金签名册中写
道：“我们在相异中一同来到唯一
天主的跟前。愿天主光照我们，让
我们找到爱与和平的道路。”

教宗三钟经强调接纳天主圣言
聆听天主圣言使我们获得自由

教宗带领教友诵念三钟
经。

巴西：“教宗方济各医院船”
加入抗击新冠疫情行列

教宗方济各医院船加入抗疫行列。

圣索菲亚大殿内景。

圣索菲亚大殿：和平与对话的神圣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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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随着我国新冠疫情的好
转，政府同意放宽条件，由7月15日
起，只要能保持一公尺社交距离，婚
宴、清真寺和非穆斯林宗教场所等场
地集会不再限制最多250人。
有鉴于政府宣布的新措施，吉隆坡
总教区廖炳坚总主教发出牧函，对教
堂举行弥撒和其他圣秩圣事，如领坚
振圣事、慕道班领洗、婴儿洗礼，教
友婚配及殡葬仪式等作出新的指南。
廖炳坚总主教于7月11日发出的有关
恢复圣事生活的牧函中说，虽然聚会
人数有所放宽，但由于社交距离的保
持，故我们的教堂，小堂和弥撒中心
容量的缩小并没有改变。政府的宣布
并不影响我们目前的安排，而教友还
是需要遵守各不同堂区所定的指南，
包括遴选什么人参加星期日的弥撒，
而遴选和登记的方法随不同的堂区而
异。
总主教说，不同的堂区在教堂重新开
放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采取了
不同的日期。有些堂区已经决定他们
准备好进入第三阶段，即于周末增加
弥撒的次数。
总主教重申，这类堂区的反应队伍负
有责任去全面检讨开放的安全措施，
以决定其堂区的各个志愿团队拥有足

够的训练，准备好应付弥撒增加次数
和人数增加的工作，然后才进入第三
阶段。他们须记得在进入下一阶段之
前，向总教区提呈报告表。
至于决定依照第二阶段的规定，继续
每周举行一台公开弥撒的其他堂区，
总主教鼓励他们尽可能和更多符合资
格及愿意参加弥撒的天主教友接触。
有鉴于每个星期日只有一台弥撒，座
位有限，再加上当局实行的限制，致
许多人无法每周都参加弥撒，但对于
不能在星期日参加弥撒的人来说，他
们获得豁免义务，直到他们能够经常
返回教堂为止。
对于决定进入第三阶段的堂区来说，
总主教规定了以下的一些额外指南：
1. 年龄限制
根据2020年6月24日公布的国家安
全理事会最新标准作业程序，年长
者和儿童不受鼓励参加宗教场所的
聚会。这是有关公共卫生的指示而
非绝对的禁止。总教区的政策继续
不鼓励这些高风险群的参加公开弥
撒。如果你属于高风险群仍要计划
参加弥撒，请先咨询家人及医生，
衡量对你自己及他人的危险性，然
后才决定参加弥撒。
2. 非马来西亚公民

有鉴于国家安全理事会所定的标准
作业程序之限制，非马来西亚公民
仍然不能参加公开的弥撒。
3. 婴儿洗礼
根据总教区的指南，婴儿洗礼可以
在教堂举行，但只能在公开弥撒之
外举行。任何洗礼只限于一个婴
儿，只有他或她的家人及推动者可
以参加（除非其他婴儿同属一个家
庭）。
4. 领坚振圣事（教理班）

我将在堂区恢复举行教理班学生的
领坚振圣事。我促请堂区和 Anne 
Francis 小姐联络，决定他们举行圣
事的日期。由于座位的有限，坚振
圣事须在堂区公开弥撒之外举行。
受邀参加者只限于领坚振者的父母
和推动员。堂区的神父可以斟酌情
形决定参加者的人数，唯视教堂的
座位容量而定。
5.婚配和殡葬礼仪
     根据目前国家安全理事会所定
的标准作业程序，结婚礼仪只准20
人参加，而殡葬    礼则只准15人参
加。此外，请查询你们的州卫生条
例。标准作业程序会随时作出检讨
及换新。
     6.入门圣事（慕道班）
在第三阶段，堂区神父应安排让各
堂区的候洗者领受入门的圣事。这
种领洗圣事须在堂区所定的公开弥
撒之外举行，而受邀参加的来宾须
视教堂座位的容量而定。
7.居家领圣体
由于无资格参加公开弥撒，或以各
种理由而选择不参加弥撒人数的激
增，同时有鉴  于各堂区的规模和资
源差别很大，致无法为居家派圣体
制定一项相同的政策。

我要每位堂区神父与你们的各位圣
体派送员商讨，有关派送圣体至居
家者的遴选准则和分配方法。请你
们确保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以免
使任何人受到不必要的危险。
8.主日学、慕道班及会议（堂区/基
信团）
亲身参加的上课，会议及聚会 仍旧
不准举行，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随着各堂区进入不同的重新开放阶
段，我想要求你们全体保持忍耐。
把不同的教堂作比较是不公平和不
宽厚的。教会不应有敌对或竞争，
我们须记得每个堂区的需求、规模
和资源都是独特的，因此由于特殊
的情况，各堂区会作出不同的决
定。最后，总教区的所有堂区都一
起前进，把教堂和小堂恢复为灵
修、牧民和圣事生活的中心，而我
们要安全和谨慎的行事。
廖总主教说，当我国逐渐脱离新管
制病毒大流行的影响之际，让我们
继续为还在抗争病毒以及饱受封锁
痛苦的其他国家的人民祈祷。我们
自己要记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为
遵循公共卫生的指示，我们要时常
保持社交距离，维持我们自身以及
环境的清洁。

（马六甲讯）马六甲博物院机
构建议将拥有悠久历史遗迹和
价值的圣保禄山，易名为“马
六甲山”旧名，以还原历史。
该机构总经理莫哈末纳斯鲁丁
接受州政府媒体《今日马六
甲》访问时说，圣保禄山早前
属于马六甲马来苏丹王朝，原
名是“马六甲山”，易名是为
了还原这座山的历史价值。
他说，“当殖民地者进入马六

甲后，把它改名为圣保禄山，
致现在我们仿佛宣传山上的
教堂名称。因此，我们要物归
原主，恢复马来王朝政府所
有。”
他说，该机构正在草拟圣保禄
山易名建议书，近期提呈给地
方政府及州行政议会，一旦通
过后即可将“马六甲山”名字
列入宪报。
著名的圣保禄堂即位于圣保禄

山之巅。该堂建于1521年，用
以供奉圣母。1548年，圣方济
沙勿略在此设立了一所学校。
在一次福传旅行中，1552年，
他在中国上川岛去世。1553
年，圣方济沙勿略的遗体从上
川岛运来圣保禄教堂暂时安
葬，最终葬在印度的果阿。
1952年，教堂的废墟前竖立了
圣方济沙勿略的雕像，以纪念
他到达马六甲400周年。雕像祝

圣一天后，一棵大树倒下，折
断了雕像的右臂。1614年，圣

方济·沙勿略遗体的右臂也被
作为圣物同遗体分离。

天主教会准备第三阶段开放
增开弥撒重启领洗婚配圣事

甲历史悠久遗迹圣保禄山 
当局建议改名为马六甲山

圣保禄教堂废墟前的圣方济沙勿略雕像。

（槟城讯）槟州首长曹观友表
示，他将探讨运用州内的非伊斯
兰宗教事务拨款，来协助州内受
疫情影响的非伊斯兰宗教场所。
他说，州内有许多宗教场所，因
行动管制令无法让信众前往膜
拜及捐献，以致财务方面大受影
响，因此，他将考虑伸出援手，
协助这些宗教场所度过难关。
“这些宗教场所，如神庙、教堂
等，都是非盈利性的，大多依靠
信众捐款维持营运，在行管令期
间，信众无法到来，教堂等也没
有了捐款来源。”
他于7月12日前往大山脚圣安纳
圣殿，视察该教堂重开后所设立
的标准作业程序时这么说。出席
者包括武拉必州议员王丽丽。
另一方面，曹观友说，槟州伊斯
兰理事会已向州内清真寺献义，
提供疫情后的财务援助，以期让
州内清真寺缓过来。
他希望宗教领域能够尽快适应
新常态，继续为信众提供正信
宗教教诲，成为信众心灵寄托

之地。
圣安纳圣殿执事拉泽鲁斯说，
由于新冠疫情关系，他们将把
每年一度的圣安纳主保瞻礼，
以线上方式进行，让信众通过
上网参与这项盛事。
他说，由于新冠疫情关系，来
自信众的捐款大幅减少，该
教堂目前正处于入不敷出的情
况，营运费用如员工的工资，

成为沉重的负担。
无论如何，他说，该教堂将尽
能力确保能够保住教堂员工的
饭碗，尽量不遣散任何一个员
工。
“幸而如今已放宽管制，我们
也可以重新开放让信众前来祈
祷，希望情况会改善，我们也
期望州政府能够协助我们克服
这项困难。”

槟城首长访圣安纳圣殿
探讨以宗教拨款助教会 

吉隆坡廖炳坚总主教。

（古晋讯）古晋肯雅兰园圣三堂主
日学在圣神降临节后一个主日，为
7岁至12岁的孩子主办了一个谷歌
视讯平台meet线上信仰小互动。
这个主题为《领受圣神》的线上活
动，让好久没去圣堂的老师和孩子
们可以互相问候，祈祷，唱歌和认
识圣神。老师用有趣的问答题来带
领孩子们认识圣神，学生用自己写
上A,B,C,D的卡片来告诉荧幕上的
老师答案。
除此以外，聚会之前，老师也先
转发父母们吉隆坡总教区要理中心
提供的天主教教理 @ 家里学的资
料。老师选好几个活动让父母打印
出来，以便孩子们可以与线上的朋
友一起做，如词句查找，填字游
戏，迷宫等。这些活动能帮助孩子

们学习某些词句，将其与福音书中
的关键事件互相联系，并可以产生
共勉。
因为这是第一次在线上上道理班，
大家都觉得不习惯但也很有趣。当
中也有一些如老师因为要按太多按
钮而按错，在荧幕消失不见了的小
插曲。 虽然如此，因着圣神的带
领， 大家都还是非常开心，带着
可爱的笑容拍下团体照，祝福满满
地结束这个线上聚会。
此次线上活动主持人庄碧君分享
说：「这是新冠肺炎行管令下我们
的一个新体验。第一次举行这样
的活动，开始时我有点担心种种因
素，但是当我们一起去面对时，圣
神会带领，一切都很喜乐。」
（罗新玲报导） 首长曹观友巡视大山脚圣安纳圣殿。

古晋圣三堂为主日学学生
主办线上互动教理班

古晋圣三堂主日学线上道理班。



（梵蒂冈新闻网）土耳其总统埃
尔多安（Tayyip Erdogan）接
受一个地方小伊斯兰团体的请
求，于7月10日颁布决定废除土
耳其开国元勋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总统于1934年
将已成为清真寺的索菲亚大殿改
为博物馆的法令，将该大殿重新
用作清真寺。埃尔多安总统在向
全国发表讲话时宣布，将于7月
24日在圣索菲亚大殿举行首次穆
斯林祈祷活动。
基 督 徒 皇 帝 查 士 丁 尼
（Giustiniano）于537年主持
下，一座名为“神圣智慧”的拜
占庭礼主教座堂落成。1453年，
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并将
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同时将圣
索菲亚大殿改为清真寺。现代土
耳其开国元勋凯末尔总统于1934
年颁布法令再将它改为博物馆。
就在前几天，针对土耳其政府欲
更改圣索菲亚大殿的博物馆地
位，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牧
首基里尔于7月6日发表声明表达
深切关注。宗主教在声明中期望
土耳其政府能以审慎的态度，支
持继续保持圣索菲亚大殿目前的
中立状态，以加强跨宗教间的和
平与和谐。
除此之外，多方也表达了对埃尔
多安总统决定的忧虑。其中，希
腊政府将其决定描述为“对文明
世界的挑衅”。希腊文化部长在
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土耳其

埃尔多安总统所表现出的民族主
义使他的国家退回到了六世纪
前。”
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外关系副部长
巴拉索夫（Nikolai Balashov）
总铎表示，“这一事件可能对整
个人类文明产生严重后果”。
埃尔多安总统回应批评时，援引
国家主权为其辩护，称圣索菲亚
大殿的大门为所有人开放，穆斯
林和非穆斯林。他说：“任何
批评都是对我们主权独立的侵
犯。”
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土耳
其政府的决定也表示出深深的遗
憾。该联合国机构强调，任何更
改都必须由国家通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并由世界遗产委员会核
实。

教宗思念圣索菲亚大殿：我感到
很痛心
教宗方济各7月12日主日在带领
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诵

念三钟经之后，又将目光转向伊
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殿。这座
拜占庭礼的圣殿几天前因土耳其
现任总统颁布的法令又重新改作
清真寺。教宗对此表示：“大海
将我的思绪带向远方，抵达伊斯

坦布尔。我念及圣索菲亚大殿，
感到很痛心。”
大公运动组织强烈谴责
伊斯坦布尔（信仰通讯社）—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将现为博
物馆的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改为

清真寺后，立即激起了中东地区
基督教理事会为首的中东地区大
公运动组织、社团的强烈谴责。
痛斥这一决定“是对宗教自由的
攻击”。而宗教自由是国际法准
则保护的。将圣索菲亚改为清真
寺是抵制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爱
新历程。相关声明中，中东地区
基督教理事会强烈谴责了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将古老的基督信仰
大殿再次改为清真寺。
理事会要求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
联盟就此阐明立场。建议向土耳
其最高法院上诉，要求其尊重“
圣索菲亚大殿所代表的历史意
义”。中东地区基督教理事会秘
书长，黎巴嫩籍的索拉亚教授指
出，这一事件中最为阴险的一面
是，这一决定正值基督信仰和穆
斯林世界正在按照二O一九年二
月四日圣父教宗方济各和穆斯林
大教长塔耶比在阿布达比签署的
人类友爱宣言指引下努力促进和
平相处的历史时刻。

仰光（亚洲新闻）- 缅甸将于今
年11月举行大选，此次选举被视
为克服国家目前面临的健康、环
境和社会「三重危机」的机会，
为此，宗教争取和平发出题为《
抓住这个机会！》的呼吁。
天主教主教及佛教、穆斯林和印
度教领袖签署这项呼吁。
另据信仰通讯社报道—缅甸仰光
总主教区总主教貌波枢机就国内
教会团体以及缅甸全体国民的和
平、和解问题发表文告指出，“
国内重要选举和二十一世纪彬龙
会议之际，我们直接向缅甸领导
人和宗教领导人发出呼吁，请相
互尊重地倾听他人的声音、献身
公众利益。当今世界的情况和挑
战，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我
们要求全体抓住机遇”。
貌波枢机表示，“我们厌倦了
充满敌意的战争”、肆意开采
矿产资源、走私贩毒。缅甸卷
入了一场全球性的三重危机：
新冠病毒、气候变化、种族关
系。文告中提到了缅甸周围强
大的邻国，只关心缅甸丰富的

自然资源，“我们彼此战斗的
时候，我们的土地被掠夺、我
们的青年被毒品摧毁、数以千
计的男女老少背井离乡失去尊
严和生命”。
教会领导人呼吁政治、宗教、
社会领导人“不要再次被欺
骗”、建设一个不害怕不同的
国家，学会谈判、对话、保护
穷人的权利、共同为和平而努
力。“满怀希望地迎接新冠病

毒疫情后的世界未来”。
貌波枢机疾呼“倾听大地母亲
的呼声”、“鼓励年轻人学
习”、“缅甸的森林是亚洲的
肺”、“稻田是亚洲的饭碗”
、保护土著、缅甸青年要为东
南亚和平负责。指出“佛教、
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向世界见
证”和平、和睦与包容。
最后，表示“缅甸人民应该得
到和平”，大选之际抓住机遇。

北省晋州市政府称：如果你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圣
堂，你可以在疫情大流行后重新开放圣堂。现年
83岁的贾治国主教，自1980年秘密祝圣以来一直
担任正定教区主教，负责牧养15万信徒。
北京（亚洲新闻）- 中国河北省正定教区（北京
西南约300公里）地下的贾治国主教回应晋州市
当局：「教堂的大门对所有人是敞开的」，包括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当局允许他在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过后恢复教堂活动，但条件是禁止未成年
人进堂。
由于Covid-19大流行，自今年1月下旬以来，中
国各地的教堂都已关闭。在6月初，尽管安全条件
不同，当局仍允许教堂重开。
然而，负责宗教活动的统一战线工作部，一直在
利用重新开放教堂来威胁正定教区，该教区得到
了教廷的认可，但未被政府认可。
自中国《宗教事务条例》2018年2月1日生效以
来，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教堂并接受教
理讲授，这些限制在中国各地实施。许多官方和

地下主教指出，该禁令违反了中国宪法。宪法订
明公民的宗教自由权利，但没有提及年龄限制。
但是，正如社会目睹了宗教的强势复兴一样，该
禁令已成为扼杀信仰的手段。
这些文件明确提到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禁

令，以供政府承认宗教人员（主教和神父）和宗
教场所的注册。有些愿意官方认可的主教已经签
署文件，希望继续日常的宗教活
动。
贾主教很清楚地说，「教堂的
大门对所有人是敞开的」，但
是这样做有可能使教区的地下
教堂保持关闭状态。

现年83岁的贾治国主教，自
1980年以来一直出任教区首
牧，拥有15万名信徒，其中有
100名神父和多名修女。

多年以来，贾主教为残疾人儿
童和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家，他
们的家人或由于过去与一孩政
策有关的限制而遗弃了他们。
贾主教亲自和修女们一起照顾
他们。过去，他的工作甚至受
到政府以及国际人士的称赞。
现在，为了催迫主教签署该承
认文件，晋州市当局扬言要接
管儿童之家，因为贾主教和修
女们都不能在没有登记的情况
下为残疾儿童服务。政府已经

将年龄较大的孩子转移到另一
个地方，将年龄较小的孩子留
在了主教府里。当局解释说，
尽管他们不愿支付任何钱，但
他们想「收购」孤儿院。
贾治国主教曾在监狱服刑15年
以上。自1980年以来，他一直
是秘密祝圣的地下主教，从此
他一直遭到逮捕和绑架，期间
受到政治影响。他在24小时不
间断受到监视下，住在主教府
内。

圣索菲亚大殿改为清真寺
教宗大公运动及多国谴责

缅甸11月大选企克服危机
宗教领袖吁人民抓住机遇

贾治国主教：包括18岁以下
教堂大门对所有人敞开

贾治国主教谓教堂大门敞开。

圣索菲亚大殿改为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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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领袖签署声明发出呼吁。

几十年来，该国一直受军方统
治。昂山素季及其民主联盟有
望取得胜利，但不会像2015年那
样大获全胜。民盟领导人失去
了少数民族的支持，并因军队
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为而遭
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仰光（亚洲新闻/通讯社）- 缅
甸将于11月8日举行全国大选。
选举委员会日前在公共电视台
宣布了这一消息。经过数十年
的军事统治之后，多方认为，
此次大选是对缅甸民主过渡的
一次考验。
全国各个邦都将参与大选，包
括冲突地区。联邦议会人民院
共有330个席位、民族院168个席
位。25％的席位是留给作为国家
权力掌控者的军方。此外，省
邦议会有644个选区和29个少数
民族选区。
根据分析人士预测，昂山素季及
其民主联盟有望再次取得胜利，
但不会像2015年那样大获全胜。
那一年，缅甸在经过50多年的军
事独裁后，再次举行多党选举。

严峻的经济局势导致昂山素季的
支持率下降。缅族是缅甸第一大
族，昂山素季正是得到了该族的
大力支持，但她却遭到少数民族
的严厉批评，并被指责未曾积极
制止军方的暴力行为。国务卿曾
因大力打击军事政权荣获诺贝尔
和平奖，如今却因应对若开邦危
机的方式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长期以来，军方不断与当地
武装部队发生冲突。联合国认
为，武装部队的行动属种族灭
绝行为，并直接导致近一百万
罗兴亚穆斯林出逃孟加拉国。

缅甸11月举行全国大选
对民主过渡的考验

昂山素季向群众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