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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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
『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
你们应这样行，为记念我。」
晚餐后，又同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
们每次喝，应这样行，为记念
我。」』（格前11:23-25)二千
年前，这样一个那么具体的爱，
牺牲与给予的行动，这样一个生
命的盟约，直到现在永恒地保留
在我们的教会内。
我们的教会在「天主圣三节」
后的星期四庆祝「耶稣圣体圣
血节」，而我们延后至天主圣
三节后的主日庆祝是因为牧灵
的需要。这个节日所纪念的核
心是圣体圣事的建立，因此原
本应该在圣周四庆祝，但为了
不影响圣周礼仪的焦点，而移
在今日庆祝。
这个节日最早是由比利时列日
（Lüttich）教区的一位奥斯定
会修女茱利安纳（Juliana），基
于一个从1209年起，多次看见的
神视而建议，该教区主教于1246
年首先在教区内庆祝，1264年，
教宗乌尔班四世（Urbanus IV）
以一封通谕将节日提升到一般
教会节日的层级。这封通谕最
主要的执笔人，就是教会著名
的大神学家圣多玛斯（1225-
1274），同时他也编排了这个节
日的日课及弥撒礼仪经文，其
中最令人感动的便是本日弥撒
中的继抒咏「熙雍！请吟咏歌
唱……」到了1317年，教宗若望
二十二世更明令规定，普世教
会都必须庆祝圣体圣血节。
今日的三篇圣经选读都和圣体
圣事有直接的关连：读经一是
有关「玛纳」的报导（申八2-3

、14-16），这是在旧约中「天
上降下的食粮」的预像。读经
二（格林多前书十16-17）告诉
我们格林多教会对于圣体圣事
的信仰：信仰团体举行圣体圣
事的意义在于一起分享基督的
体和血，并因此而共同形成基
督的奥体（教会）。
在读经一中，『玛纳』这个图
像是在明显不过了，我们信仰
的路上不会是一帆风顺，但天
主允诺过祂不会背离我们，祂
赐给我们的恩典为我们够用。
玛纳是为以色列人民是天主恩
典的具体图像，我们基督徒更
具体的图像是这位道成肉身的
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祂自
己的圣体圣血，不只是一个象
征，更是实体，是耶稣基督的
具体身体，这是天主何等伟大
的爱情，祂具体的临现在我们
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人
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上
主亲口所说的一切话，』这是
上主说的话。祂在新约更直接
说了，『这是我的血，你们拿
去喝吧，这是我的身体，妳们
拿去吃吧!』我们何德何能接
受这样伟大的生命礼物，但就
只因为我们是天主的子女，这
是一个爱的盟约，我们有幸获
得。领圣体了不是为了要有什
么奇迹发生，而是我们本身的
生命存在就是一个奇迹。如果
领圣体只是为了要肉眼看到”
会怎样”! 那表示真的还不懂天

主这无限伟大的奥迹在每一个
人身上的作为。
在今天的读经二中圣保禄宗徒提
到:『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
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
都共享这一个饼。』 是天主又
是人的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祂
的身体，我们与祂合一，所有领
受祂圣体的人都合一在这个教会
内。教会也是耶稣基督身体，我
们在祂的身体内共享祂的身体，
所以圣体圣事，感恩圣事，弥
撒感恩礼是我们礼仪生活的最高
峰，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礼仪行为
最终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也由此
我们生活上如有远离天主轨道的
生活行为，教会鼓励大家弥撒前
先去办告解，就是为了让我们自
己圣洁，因为我们要领圣体，基
督圣体即将要住在我们内。
今天的福音选自若望福音第六章
「生命之粮」言论中的一段核心
内容：耶稣在行了增饼奇迹之
后，看见大批群众「因为吃饼吃
饱了」（若六26）而寻找祂，遂
教导他们应该「为那存留到永生
的食粮劳碌」（若六27）。人人
都知道没有食粮便无法生活，然
而任何食粮都无法带给人永远的
生命，即使是天降的「玛纳」也
不能。以色列人的祖先在旷野中
流徙时吃过「玛纳」，也全都去
世了。这福音便是针对生命之粮
做更清楚的阐释：真正使人不死
的生命之粮只有一个，就是耶稣
自己。

『我的肉，是真实的食粮；我
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谁吃我
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
内，我也住在他内。就如那生
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
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
要因我而生活。』所以弟兄姊
妹们，当我们领受了圣体圣
血，我们就更深刻地意识到耶
稣基督在我内，就应该更加保
护尊重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
身心灵不受“恶”的染污；我
也应该更尊重其它跟我一起
领受圣体圣血的弟兄姊妹们，
祂们身体内也跟我一样拥有着
耶稣，应该保护他们，尊重他
们。我们也在祂的身体内──
教会，一起分享了祂这份具体
的爱，我们也成了祂身体的一
部分，所以我们互称为弟兄姊
妹。耶稣基督为父而生活，我
们为耶稣基督而生活。我们联
合圣神, 借着基督、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把一切荣耀归于天
主圣父，我们也一起参与了天
主圣三的救赎工程，因为我领
受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领
受了它，我们肉体会死，但生
命在基督内永不朽。
所以这段若望福音对于圣体圣
事的教导，强调领受者将因此
而得到永生。耶稣复活、升天
后，基督徒仍在世上生活，他
们为纪念耶稣而举行主的筵
席，并领受圣体圣血和祂合而
为一。

基督徒的信仰不仅是相信耶稣
基督，同时也是「借着基督、
偕同基督、在基督内」相信派
遣祂来的天父，并且一起走向
天父。感谢天主的恩典，赐给
了人类这生命的食粮。在圣体
面前，我们哑口无言，因为只
能赞叹与感恩，但这是人的言
语无法道尽的奥秘。让我们享
受这份恩典，继续喜乐感恩地
生活在天主的生命中。
梵蒂冈电台~和小春神父~
弥撒福音这样记载，说：
那时，耶稣对群众说：「我是
自天而降的生活的食粮；谁吃
了这食粮，将永远活着。我要
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为使
世界获得生命。」於是犹太人
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将自
己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
他们说：「我切切实实告诉你
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
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就
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
的血，必得永生，我在末日要
叫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
实的食粮；我的血是真实的饮
料。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他就在我内，我也在他内。如
同生活的父派遣我来，我因父
而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
也要因我而生活。这是自天而
降的食粮，不像你们祖先所吃
过的『玛纳』，他们吃了，仍
然死了。但谁吃这食粮，将永
远活着。」（若6:51-58） 

陈新伟神父默想日记
2020年6月7日
每次要講聖三的關係，如此抽象
的關係，我都無法避免的要和你
們分享我的生命故事。我和父親
的故事。
那年，父親離開人間，我站立在
父親躺著的棺木旁，熟睡的他，
非常的祥和，這一向是我對父親
存留的記憶，溫良。注視著父
親，我那一刻分外的寧靜，我從
來沒有過的思緒出現：我那一刻
和父親有了心對心的交談：爸，
我今天才瞭解，你在我身上，一
直都在我身上，但我一直都不願
意和你一樣，每一次看到我的溫
和，我都覺得這是懦弱。但今
天，我看到你的堅强卻成爲了我
的懦弱，我感到好累，我多麽希
望現在開始真正的生命，也就是
你的生命繼續在我身上延續，我
今天覺得你擁有的一切，才是我
現在所要的。
我此刻面對熟睡的父親，内心卻
充滿這溫暖！我知道那一刻，
父親就在我生命，我也在他生命

中，我決心讓自己活出父親的單
純，父親的溫良。我開始在每天
的生活中，記憶中，父親的良善
寬仁，成爲我見證他生命，與他
合而爲一。
父親過世，我還不是教友，我還
不認識基督，更不知道什麽是聖
三。
父親離開後的十年，我有了信
仰，我也走進了修道生命，一篇
天主聖三的論文再次勾起了我和
父親的關係。聖父，聖子，聖神
對我而言，一點都不難理解。父
子本是同個生命體，不是在肉體
上，而是那份緊密的愛，這份愛
常呼喚我該如同父親一樣的分享
生命。這個呼喚就是内心那存留
的記憶，聖神的驚嘆而發出的聲
音。這份愛的記憶和呼喚，對我
而言，這就是聖三的意義。愛的
給予，愛的分享，愛的連接，三
種愛，其實就是天主的聖愛。天

父愛的給予，耶穌愛的分享，聖
神愛的衍生，雖然三位，卻是一
個愛，天主的聖愛！是來讓世人
獲得生命，而不是喪亡；是來救
贖世人，而不是定世人的罪。
弟兄姐妹們，聖三就是我們信仰
的愛，我們擁有天父，擁有耶
穌，擁有聖神。願天父的慈悲，
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讓我
們大家都能合而爲一。讓我們也
懂得如聖三一樣，能給予愛，分
享愛和延續愛。我們基督徒的信
仰中心就是聖三，意味著我們該
活出愛的制高點，就是當聖神降
臨後，耶穌基督啓示生命的最高
意義就完全的啓示了。我們能
愛，因爲我們領受自天父，但我
們必須將所領受的給予分享出
去，不能埋藏起來。一旦我們能
分享，就成爲了父的給予，聖神
就能讓這份愛衍生出去，感動更
多的人歸向天主。

聖三的奧秘，不在是否是三位一
體的辯論而已，聖三的真正奧秘
是愛的真諦。
聖三代表著成全的愛，也就是代
表著天主為我們準備天國所需
要的愛。如果閲讀大德蘭《全德
之路》這本書的弟兄姐妹們，或
許更能清楚，祈禱之路，就是為
了讓我們朝向生命的默觀之路，
也就是和天主合而爲一之境界。
走完全德之路，正如耶穌在福音
所傳遞的天國信息，在今天的福
音裏：真福八端。耶穌的人生模
型，就是真福八端，就是活出了
真福八端的教導。
大德蘭的靈修基本就是建構在真
福八端的精髓中。加爾默羅的生
活法則中，也就是活出真福八端
的精神。這是登山的生活態度，
這是划向靈魂深處的必要修煉。
正是教宗方濟所説的：天國的護
照。
或說：真福八端就是耶穌基督所
說：我不是來消滅法律，而是來
成全法律。是的，這是來成全人
間不成全的愛，來喚醒失落而無

法攀登天庭的靈魂。
我常對學習加爾默羅《全德之
路》的弟兄姐妹說，《全》的一
開始的第二章，大德蘭就為整個
靈修的起點定調了：談論何以必
須輕忽肉身的需要，並論神貧的
好處。神貧是個寶貝，世上一切
好事，盡含其中，也就是說所有
的德行都蘊含深度的神貧，也就
是說凡爲了天國而捨棄的人，將
贏得更多其它的生活美德。我們
是否能夠擁有統治一切的權柄，
就是看我們是否掌握了大德蘭所
說的：神貧具有很大的統治權。
聖三的愛，成全的愛，聖神降臨
後，耶穌基督給了我們一個完整
的愛，操練這聖三的愛，幫助我
們走向天國之路。攀登加爾默羅
登山圖，我們可以找到這耶穌一
生建構天國的愛，一步一步的攀
登。不要害怕，願意跟隨的，主
耶穌將會陪伴並給予我們恩寵。
天主不會要我們去做，又不給我
們恩寵的。特別是囘天國的路，
這是恩寵之路。沒有恩寵，我們
是囘不去的。

常年期第十一主日：基督圣体圣血节
这是真正使人不死的生命之粮

天主圣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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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用意在于协助他人探索事
物的意义，这需要聆听、创造文
化和欢庆。教宗方济各为相遇学
校的线上聚会发表了视频讯息，
并在讯息中强调了这一点。
（梵蒂冈新闻网）人类的未来取
决于无偿、意义和美。教宗方济
各在致以相遇学校线上聚会的视
频讯息中如此表示。在新冠疫情
之下，宗座相遇学校基金会于6
月5日罗马时间下午为国际环境日
举办一场线上聚会，教宗用西班
牙语向与会者发表了一段视频讯
息，呼吁他们团结一心，携手「
克服各种危机」。这场全球聚会
虽然是在线上举行，仍有世界各
地的青年、家长、老师、政府官
员，以及知名的运动员、艺术家
和科技界人士踊跃参与。
教宗在视频中表示，「在人类当
今 面 对 的 新 危 机 中 ， 文 化 失 去
其活力。在此当下，我祈愿相遇
学校这个教育团体能向『意义大

学』敞开大门。因为教育的用意
在于寻求事物的意义，教导人探
索事物的意义」。事实上，相遇
学校便是在危机中诞生。教宗回
忆这个团体的历史，说：「相遇
学校既没有出拳头来对抗文化，
也没有垂手认输，更没有哭著离
开。它是在聆听青年心声的过程
中走出困境，打造新的现实。」
创建相遇学校的两位老师凭著他
们的直觉，「有些疯狂」地展开
这段旅程。他们没有任何计划，
只是单纯地活出理念。「当时的
危 机 留 下 了 一 片 暴 力 的 土 地 ，
他 们 的 教 育 使 青 年 重 新 团 结 起
来，激发意义，进而创造了美」
。连这些创始者都未曾想过，那
在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萌 生 的 教 育
经 验 ， 二 十 年 后 竟 然 发 展 成 「
一 种 新 的 文 化 ， 诗 情 画 意 地 居
住在这片大地上」，如同贺德林
（H囘lderlin）以前教导我们的那
样。透过世界的裂缝，我们能以

全身之力一探究竟，看看外面是
否恢复了另一种回应方式。
教宗重申，「教育必须聆听，创造
文化，教导我们欢庆，否则就不是
教育。有人或许会问：『难道教育
不是增进知识？』不，那是做学
问。教育是聆听、创造文化和欢
庆。相遇学校便是如此成长的」。
对教宗方济各而言，今日的一大喜
乐是能把相遇学校称为朋友、兄弟
姊妹的「团体」。在时任布宜诺斯
艾利斯总主教贝尔格里奥的授意下
成立的相遇学校，今天已是受宗座
认可的国际组织，在阿根廷、梵蒂
冈城国和其它地方设有办公室，其
网络分布在190个国家，整合了40
多万个教育中心，触及世界各地1
百多万名儿童和青年。
教宗接著指出，一个没有危机、
处处完美的人类，「或许是个生
病的人类，昏睡不醒」。为此，
教宗疾呼：「缺乏危机的人类是
多么地匮乏！」危机敦促我们对

外开放，但是在危机中，「如果
没有得到适当的陪伴，恐怕会迷
失 方 向 」 。 为 此 ， 教 宗 叮 嘱 众
人，即使是个人、婚姻和社会方
面的小危机，也要寻求智者的建
议：「千万别独自踏入危机，一
定要有人相伴。」独自面对危机
的人，可能会恐惧害怕，自我封
闭，贪图方便，丢失意义，失去
我们的美。而这份美正是陀思妥
耶夫斯基所说的：拯救世界的美。
在这三年中，教宗心里一直有三
个图像在引领著省思，分别是：
费里尼导演的电影《大路》里的
傻瓜、画家卡拉瓦乔笔下的《圣
玛窦的蒙召》，以及作家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著作《白痴》。这三
个图像传达出意义、召叫和美。
它们都描述危机的经历，「人的
责任感在其中发挥作用」，因为
危机原本的意义是「破裂、开放
和转机」。植物的根需要空间才
能持续成长，最终打破花瓶，同

样地，生命也不断地成长，终能
突破限度。
此外，教宗再次谈及头脑、心灵
与 双 手 的 语 言 ， 也 就 是 思 想 、
感受和行动之间的协调。他回想
起自己在相遇学校的点点滴滴，
说：「我在相遇学校目睹了日本
师生与哥伦比亚人一起跳舞，以
色列青年与巴勒斯坦青年一同游
戏。这是我亲眼所见。海地与迪
拜的学生共同探讨问题，莫桑比
克与葡萄牙的孩子一起绘画。我
看见东方与西方之间有棵橄榄树
在缔造相遇的文化。」
「相遇」攸关「儿童及青年的梦
想与成年人和年长者的经验的彼
此相连」。如果缺乏这种世代相
遇，人类就会不复存在，因为少
了根基、历史和成长。同时，「
相遇」也关乎「各种处境、语言
和信仰的学生，因为当教导的内
容不是一样东西，而是生命的时
候，就不该落下任何一个人」。
因著生命，我们得以存在，其它
的现况也因此存在，各个不同、
样样独特。教宗嘱咐众人，别忘
记「无偿、意义和美」。它们看
似无用、不事生产，但是全人类
的未来却取决于「无偿、意义和
美」。教宗最后敦促众人向前迈
进，领会「这白白赠予的奥秘」
，带著笑容、冒著危险撒种并收
割。所有的人始终携手同行，方
能克服各种危机。

连月来首次在书房的窗前庆祝《三钟
经》，信徒们聚集在广场上，戴着口
罩并保持安全距离。「今天，想到圣
父、圣子和圣神，我们想到了爱，想
到了被爱。」疫情大流行在许多国家
仍然有人死亡，例如巴西。对耶稣圣
心的敬礼将「伟大的灵修导师和朴实
的天主子民」结合在一起。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天主圣三
的奥秘 – 3月7日的礼仪庆节 - 是
「爱，为世界服务，祂希望拯救并重
建」。教宗方济各今天就是这样介绍
《三钟经》祈祷的，这是在他的书房
窗前庆祝，信徒聚集在圣伯多禄广
场。在经过三个多月的隔离之后，这
是第一次有数百名信徒回到广场一起
诵念《三钟经》：所有人都戴着口
罩，彼此之间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最重要的是，教宗评论了今日福音
中的一句话：「天主竟这样爱了世
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若
望福音3：16）。他说：「这些话表
明，三个神圣 - 圣父、圣子和圣神
的行动，都是拯救人类和世界的单
一爱的计划。」
「天主如此爱世界，为拯救它，祂将
最宝贵的：祂的独生子为人类献出其
生命、复活、重返天父那里，并与祂
一起派遣圣神。因此，天主圣三就是
爱，一切都为世界服务，它想拯救并
重建。今天，我们想到圣父、圣子和
圣神，就想到了爱，想到了被爱。」
教宗方济各邀请所有人让自己「对
主的美着迷；美丽、善良和取之不
尽的真理，但也要谦卑、亲密，为
了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历

史而成为肉体，以便每个人都可以
遇到并拥有永生。这就是信仰：欢
迎在基督内奉献自己的天主之爱，
让自己与他相遇并信任祂。」
教宗总结：「愿圣母玛利亚成为天
主圣三的住所，帮助我们以开放的
心来欢迎天主的爱，这使我们充满
欢乐，并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旅
程提供了意义，始终指导我们朝着
目的地前进，这就是天堂。」
《三钟经》祈祷后，教宗对在广场
上「人数不多」的罗马人民和朝圣
者，感到欣喜，「这表明在意大
利，流行病的急性发作期已经结
束」，尽管仍然有必要「认真遵守
现行规定」。
但他还指出：「在其他国家，该病毒
仍在造成许多受害者。上周五，一个
国家每分钟有一个人死亡。」教宗没
有明言哪一国家，但是众人意会到他

所指的巴西。上周，他在大流行的悲
剧中想到亚马逊流域的民族。他说：
「我希望与这些人、病人及其家庭，
以及所有照顾他们的人保持亲密关
系。」
然后，他邀请信众敬礼耶稣圣心，
六月奉献给耶稣圣心。他解释说：
「奉献使伟大的属神导师和朴实的
天主子民结合一起。的确，耶稣的
人性和圣心是泉源，使我们可以永
远依靠的天主怜悯、宽恕和温柔。
我们可以专注于福音的一段话，从而
感到在耶稣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字
的中心都有爱，爱我们可以通过朝拜
圣体来实现这一点，圣体中存在着这
份爱。然后我们的心也会一点一点变
得更加忍耐、更慷慨、更仁慈。」
然后，他带领信徒重复了祈祷，这
是他小时候从祖母那里学到的：「
耶稣，让我的心像你的心。」

教宗三钟经：基督徒生活意义
天主圣三是拯救世界的爱

数百信徒回到广场一起诵念《三钟经》。

教宗在天主圣三节领念三钟经后问候
广场上的朝圣者时，特别念及正处于
新冠疫情高峰期的国家。此外，教宗
也提到6月是耶稣圣心月，表示“耶
稣圣心是慈悲的源泉”，并祈愿众信
友的心能肖似耶稣的圣心。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6月
7日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领念三钟
经，随后问候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
上的信众。教宗表示，他们的临在
标志著“意大利新冠疫情高峰阶段
已经结束”。
教宗接著说：“但是还是需要仔细

遵守现行的规定，因为这些规定能
帮助我们遏止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让我们遵守当局的规定” 。教宗
也叮嘱信徒不要过早高唱胜利。随
后，教宗的思绪转到那些正在与病
毒对抗的国家，他表示：“不幸的
是，在其它国家病毒仍使很多人成
为受害者。上周五，在某个国家，
每分钟就有一人死亡！我希望向那
里的人民、病患和他们的家人，以
及那些照顾他们的人表达我的关怀
之情。”
随后，教宗提到6月特别敬礼耶稣圣

心。教宗说：“这一敬礼把伟大的
灵修导师和淳朴的天主子民连接在
一起。”他进而表示，“事实上，
耶稣那人而神的圣心是我们不断汲
取天主的慈悲、宽恕和温柔的泉
源。我们可以通过省思福音章节做
到这一点，在耶稣的每个举止、每
个话语中都感受到爱，有派遣自己
的独生子的天父的爱，以及居住在
我们内的圣神之爱。我们可以通过
朝拜圣体做到这一点，这爱临在于
圣体圣事中”。
教宗邀请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徒
两次重复诵念他从祖母罗莎那里学到
的“美丽而简短的祈祷”，这句祷
词是:“耶稣，请使我的心肖似祢的
心”。教宗最后说：“这样，我们的
心也会慢慢地效仿耶稣的圣心，变得
更有耐心、更慷慨和更仁慈。”

从6月7日开始，多个省份的教堂
都重开。由于疫情大流行，教堂
自一月份已经关闭。严格的控制
措施：戴口罩、出示本人健康二
维码 (呈绿色通行)、体温测量、
保持社交距离、禁止照相摄录、
礼仪后迅速离开、确保通风和卫
生消毒。祭衣清洗。在某些省
份，由于流行病持续，教堂仍然
关闭。
上海（亚洲新闻） - 昨天（6月
7日）天主圣三节，是中国大部
分省份的教堂重新开放的首个主
日。由于Covid-19，他们已经
关闭了4个月。
陕西是第一个重开的省份：它已
于5月30日开放教堂，以庆祝圣
神降临节、教会的生日。后来，
其他省市的教堂重开：浙江、上
海、北京、山西、四川、河北
等。
中国政府发布了开放许可，从6
月2日开放教堂，必须符合省政
府的疫情防控措施，并按照「属
地管理、受控有序、责任到点」
的原则，执行所有指示。
教会遵照防控措施，采取措施来
应对这种流行病，跟从当地防控
领导小组等制订方案。
信徒需要配合措施，包括：他们
来教堂时，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出示本人健康二维码 (呈绿色通
行)、测量体温、与人之间保持
一米的距离；手领圣体；礼仪结
束，迅速离开教堂，避免聚在一
起；不要在院内随意走动或滞
留；禁止照相、摄像、录音。教
堂必须保持建筑物通风，打开门

窗。禁止体温高于37.2°C且有
呼吸道感染的人进入教堂；刚从
大流行主要地区或国外返回的
人，必须在14天之后进入。
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规定：前来教
堂必须提前联系，以及出示证
明。
从6月2日开始，圣堂人员都要对
堂区大楼进行清洁和消毒。在主
日，增加弥撒，因为要减少每台
参与信徒的人数。在平日，每天
早晨都有弥撒参加，但参加人数
很少。
在隔离的几个月中，信徒们仍然
没有圣体圣事。有些教友表示:
「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很渴望
参加弥撒。如果没有礼仪，那就
有点空虚了。」
在关闭圣堂期间，很多神父和修
女透过微信和互联网，讲授教理
及其他课程，以及广播弥撒，与
信徒保持联系。信徒感谢这些学
习机会和个人祈祷的时刻。
在中国，从疫情大流行的中心武
汉（湖北省）开始，陆续有许多
地方封锁隔离。武汉于1月23日
开始关闭，并于4月8日复活节前
重新开放。但是，教堂一直关闭
到本周。至于湖北省和东北部分
地区，教堂仍然关闭。在吉林、
辽宁、黑龙江等省，疫情尚未停
止。
 在中国，疫情大流行期间，使
用由国家建立的人体健康状况二
维码，以绿色、黄色、红色标
示，绿色可以通行。该系统称为
「健康码」，由电子商务巨头阿
里巴巴的姊妹公司所开发。

中国教堂重新开放。

尽管受许多条件限制
中国教堂已重新开放

教宗关怀受疫情所苦国家
愿信友能肖似耶稣的圣心

教宗勉励相遇学校团结一心
人类未来在于无偿意义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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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莱斯里巴加湾讯）汶莱天
主教会斯市圣母升天堂6月7日
举行公开弥撒，弥撒符合了卫
生部等所作出的标准运作程序
而获得批准举行。
当天的弥撒大约有50名信众参
加，此弥撒也进行直播，让那
些未克参与弥撒的信众在家里
参与直播弥撒。
7日也是教会庆祝天主圣三节，
弥撒由沈高略主教主祭，由艾
凌神父共祭，弥撒期间没有安
排辅祭童襄理，全程都符合
卫生部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准
则。
沈高略主教在会上提到，信众
进堂前都必须预先登记，在教
堂外设测体温、搓洗手液，并
在弥撒全程戴口罩。
举凡15岁以下儿童、年届70岁
以上、孕妇、身体出现不适者
暂时不能参与现场弥撒，他们
可以在家中参与直播弥撒。此
外到教堂者也受促尽可能携带
自身的消毒搓手液以及戴上口
罩，且体温必须在38度以下，
以及必须使用BruHealth手机应
用程式。
另外，对于弥撒奉献则可以在

抵达教堂后，置入奉献箱内，
这是因为在防疫措施下，不会
在弥撒中进行收集奉献金。
此外，教会内也有工作人员负
责维持秩序,并指引到场的信徒

们就坐和保持社交距离。
至于圣餐主日时，信徒们必须
到指定的红色格子内站好，再

由神职人员即主要为沈高略主
教派给圣体，且同样的，在弥
撒结束后，信徒们也必须扫描
BruHealth二维码才能离开。
与此同时，诗里亚无玷圣母教

堂、马来奕圣若望教堂也于7日
开始进行弥撒，分别由梁顺才
神父、施保禄神父主祭。
取自《汶莱盼季刊》

（布城讯）联邦政府决议进一
步放宽行动限制，只要清真寺
的空间足以维持社交距离，政
府将不会硬性规定人数上限。
国防部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里6
月6日在布城召开例常记者会时
称，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
长祖吉菲里提出此事，而部长
特别会议已原则上同意放宽限
制。
依斯迈沙比里说，有关进一步
放宽，尚待最高元首及各州统
治者的批准。首相署部长祖吉
菲里已经提出进一步放宽的标
准作业程序，并获得政府在原
则上的同意。
有鉴于此，我们尚在等待最高
元首与苏丹的同意；之后才由
首相署部长祖吉菲里宣布其作
业程序，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
付诸实行。

关于准许参加的人数，则视清
真寺的空间而定，并以维持人
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为准。例
如布城的清真寺，其规模足以
容纳200至300人的聚礼，并能
遵守1公尺的社交距离。
依斯迈沙比里5月21日曾宣布，
国家和谐部长与各宗教组织领
袖协商后，决定从6月10日起允
许国内绿区非伊斯兰宗教场所
重新开放。
他说，目前允许174家宗教场所
开放，但是每个星期只能开启1
至2天。目前获允许重开的包括
84间寺庙、15间道观、67间教

会和8家锡克族的谒师所。
他也强调，尽管如此，70岁以
上的乐龄人士和12岁以下的孩
童都不被允许前往，而且有关
宗教场所只开放给大马公民。
每个宗教场所的到访人数也不
超过30人。
非穆斯林婚礼仪式。
另一方面，伊斯迈沙比利说，
在有条件管制令下，国内170间
庙宇获准进行非穆斯林婚礼仪
式。
“我们已经批准170间庙宇给
计划结婚的非穆斯林进行仪
式。”

他说，已经申请注册但因为限
行令而被迫展延注册的情侣需
要在7月31日前再次提出申请。
政府在和国家安全理事会及国
民登记局会面后做出这项决
定。
他说，“如果你已经做出申

请，但是因为管制令无法注
册，那么你必须在7月31日前
重新申请，这一切无需额外费
用。”
“国民登记局已经对非穆斯林
的离婚和婚姻注册活动推出标
准作业程序。”

（布城讯）首相慕尤丁6月7日
宣布，随着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在6月9日结束后，从6月10日
开始将执行“复苏期行动管制
令”，直至8月31日。
他通过电视与社交媒体直播演讲
时说，“复苏期行管令”全名
为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Pemulihan，简称PKPP。
在这段期间，政府将进一步放宽
人民的行动限制，包括允许跨州
行动，乃至各种娱乐休闲活动。
他表示，几乎所有社会、教育、
宗教、商业及经济活动都在
PKPP期间分阶段恢复运作，但
他强调一定要全面遵守相关的
SOP。
他举例，从6月10日开始，人民
将可恢复国内旅游，但边境依然
封锁，不能到国外旅游。学校将
分阶段重开复课，但尚待卫生部
研拟此事，之后教育部将宣布复
课的细节。
慕尤丁指出，马来西亚自3月
18日落实行动管制令，之后
在5月4日起开始“有条件管制
令”，如今已成功控制疫情，
进入复苏期。
不过，他表示，若特定地区出
现病例剧增情况，政府仍会颁

布“加强行管令”，则当地居
民不可外出，外人也不得入
内。
疫情受到控制
随着疫情受到控制，慕尤丁归功
于前线人员的奉献和努力，也感
谢人民的全力配合，遵守政府颁
布的各项规范。他期望人民能严
正看待自己在防疫工作的责任，
并继续遵守政府指令。
惟他同时表示，政府并不会永远
管控人民的生活，他也体恤人民
想要尽快回到原有的日常。
慕尤丁指出，复苏期行管令由
7大策略所组成：加强公共医
疗；立法与执法；加强边境管
制；全面恢复经济； 适应新
常态；加强社区责任以及保护
高风险群体。
丹斯里慕尤丁指出，虽然政府宣
布放宽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不
再有任何限制，以遏制冠病疫情
蔓延。
他强调，政府仍会禁止数个领
域开放，其中包括酒吧、夜总
会、游乐园、脚底按摩中心、
卡啦OK中心、主题公园、大规
模的宗教游行、节日、宴会和
开放门户等涉及人潮拥挤的活
动。

（吉隆坡讯）曾在八打灵再也
圣方济沙勿略堂担任多年副主
任司铎的林伟才神父Fr O.C. 
Lim，于6月5日在吉隆坡板底
医院逝世，安息主怀，享年76
岁。
根据总主教署秘书长蔡锦华神
父发出的通告，林伟才神父于
今年5月初进入医院，在经过
手术治疗后已有起色；他的突
然去世是由于较早时心脏的“
主动脉剥离”所致，事出突
然，使众人震惊。
林伟才神父是吉隆坡富商拿督
林芙蓉的长子，早年是首都著
名律师之一。他放弃富裕的生
活而修道成为神父，为天主及
教会服务，是典型的弃奢华与
物资享受，追求自己的人生理
想，淡泊以明志，由浮华喧嚣
走向卑微宁静。
他在做了14年的律师后，毅然
于1985年三月一日加入耶稣
会。初学后，他于1987年三月
二日誓发初愿，然后到马尼拉
大学及罗耀拉神学院念哲学与
神学。1992年5月2日，已经是
49岁的林伟才，在八打灵再也

的圣方济沙勿略堂受祝圣为神
父。再过5年后，他才宣发终
愿。
林伟才神父最初在教会担任的职
务为天主教研究中心的主任，天
主教亚洲新闻主编，直至2009年
为止。在任内对两者都作出发展
与改进，为人所乐道。
1992年，林伟才神父出任新成
立的吉隆坡天主教律师协会的
首任指导神师，他对此职务甚
感兴趣，前后担任了18年。神
父为人耿直，对不公不义的事
情，直言不讳。他鼓励为正义

斗争的人，时常劝告他们站稳
立场。
林伟才神父于2009年接受了心
脏手术，然后一直请病假，休
息疗养。
2019年11月19日，林神父申请
入籍吉隆坡总教区，并获得廖
炳坚总主教的接受。
林伟才神父的遗灵于6月8及9
日安放在新街场的富贵山庄纪
念中心，亲友和教友以每次最
多12人，到灵前作10分钟的追
思和祈祷。
殡葬弥撒于6月10日早上10时
举行，并通过总教区网络直
播。由于行动管制令的限制，
殡葬弥撒与葬礼只限于神父的
近亲参加。
廖炳坚总主教及吉隆坡总教区
的神职人员，向林伟才神父的
家属致以深切的哀悼。

汶莱天主教会重新开放圣堂
依程序首次举行公开弥撒

首相宣布“复苏期管制令”
进一步放宽至8月31日   

律师出身林伟才神父
安息主怀享年76岁

政府放宽清真寺人数限制
只要有社距即可群聚祈祷

清真寺人数限制获放宽。

沈高略主教派圣体给教友。教友在圣堂保持社交距离。

林伟才神父遗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