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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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20：10-13；羅5：12-15；瑪
10：26-33)

主内的兄弟姐妹：
本主日的禮儀為我們提供了一篇
對殉道者很有幫助的福音，事實
上，這篇福音為以英勇無畏和忠
貞的氣概來面對殉道做了準備。
耶穌對他的門徒說：“你們不要
害怕人[…]。你們不要害怕那殺
害肉身，而不能殺害靈魂的。”
死亡將身體毀滅，但不能消滅靈
魂。將靈魂消滅的卻是罪惡。
這篇福音由耶肋米亞先知的段落
作了準備，先知表現出英勇無畏
的精神。他受了陷害：“驚慌四
起！”但他充滿勇氣，因為他與
天主在一起，上主與他同在：“
與我同在的上主，好像是一位孔
武有力的戰士。”
耶肋米亞知道迫害他的人決不能
制勝，因為人不能勝過天主：“
迫害我的人只有失敗，決不能制
勝；由於謀事不成，必蒙受極大
的恥辱；永不可磨滅的羞辱。”
先知預見自己免於一死，後來所
發生的事確實如此。
相反，殉道者們卻有勇氣以勝利
者的姿態面對了死亡：他們知道
肉體的死亡是天主得勝的一個機
會。耶穌的死亡是天主在整個歷
史上贏得最大勝利的機會，因為
他以愛面對死亡，戰勝了死亡並
將死亡的意義顛倒過來：死亡本
來是個毀滅和失敗的事件，藉著
愛的力量卻成了立定新盟約的機
會。在感恩祭中我們紀念藉著
耶穌的死亡建立這一新盟約的
事件。的確，他在最後晚餐中
說：“這是我的血，新約的血，
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
瑪26：28）
可見，耶穌的死亡成了戰勝死
亡的一項勝利，這項勝利藉
著他的復活完全彰顯出來。“
基督既從死者中復活，就不再

死；死亡不再統治他了。”
（羅6：9）。殉道者們面對死
亡，意識到參與了耶穌的苦
難，好能也參與他的復活。
耶穌向基督徒們說：“你們不要
害怕那殺害肉身，而不能殺害靈
魂的；但更要害怕那能使靈魂和
肉身陷於地獄中的。”耶穌讓我
們藉著一個更大的畏懼來戰勝懼
怕：他讓我們以對天主的畏懼來
戰勝對人，對殺害肉身的迫害者
的恐懼。天主有使靈魂和肉身陷
於地獄的權柄。
敬畏天主對殉道者有很大的幫
助。聖儒斯定接受審判時，
法官威脅對他施以嚴刑，他回
答說，不怕嚴刑拷打，只怕天
主。敬畏天主是對給予殉道者
力量的天主的威嚴和聖德的無
比尊重。也許今天的我們對天
主的敬畏不夠，即對天主的威
嚴和聖德沒有足夠的認識。因
此我們該加以補救，因為它是
對抗一切誘惑的巨大力量。
敬畏天主是認識到他是偉大和
聖的，他不接受我們任何不
忠貞和怯懦的行為。當一個人
遭迫害的時候，膽怯的誘惑很
大，每個人自然的反應就是企
圖逃脫，免遭迫害，而最簡便
的方式就是背教。但這個行為
毀滅靈魂，中斷我們同天主的
兒女關係和我們同基督的兄弟
關係。因此不能接受。
耶穌說：“誰若在人前否認
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
認他。”耶穌的這句話也給了
殉道者們勇敢地為他們的信仰
作見證的力量，儘管他們受盡

了威脅和痛苦。
同耶穌的關係是件最重要的事
情，要以極大的勇氣來維繫這一
關係。耶穌說：“凡在人前承認
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
認他。”殉道者們懷抱著耶穌在
他在天的父前承認自己的信念，
因此他們不向誘惑低頭，不陷入
不忠貞和怯懦的境地。
另一方面，耶穌願意在殉道者的
心中激起信心，提醒他們不是孤
獨的。正如耶肋米亞深信天主好
似一位孔武有力的戰士在他的身
旁，殉道者們也知道在天之父會
照顧他們的。耶穌說：“兩隻麻
雀不是賣一個銅錢嗎？但若沒有
你們天父的許可，它們中連一隻
也不會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
髮，也都一一數過了。所以，你
們不要害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
貴重呢！”我們不要害怕，因為
對天父的信賴使我們從對人的各
種畏懼中解放出來。
如果說敬畏天主對我們很有益
處，對他信賴則益處更大。殉道
者們能夠依賴天主的幫助好在他
們的搏鬥中成為獲勝的人。說他
們是獲勝的人，因為儘管受盡折
磨，痛苦甚至死亡，他們都沒有
屈服。藉著天主的助佑，他們懂
得視自己的死亡為忠貞取得的勝
利。事實上，天父不會不幫助為
信仰他和他的聖子耶穌基督作證
的人。
認識到自己在天主的眼裡是重
要的，他眷顧我們，這使我們
得到力量，同時激起我們極大
的喜悅。
在第一篇讀經中，耶肋米亞

先知將自己的遭遇託付給天
主，他說出對迫害他的人的報
復：“萬軍的上主！你考驗義
人，洞察人的肝膽肺腑；我既
給你訴說了我的案情，願你使
我見到你對他們的報復。”
基督徒殉道者卻不談報復，因為
他們追隨耶穌的榜樣。耶穌不但
沒有呼求報復把他釘在十字架
上的人，反而呼求了寬恕。他
說：“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
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路23：34）。這也是基督徒殉
道者的態度，他們中最早的一位
是聖斯德望，他效法耶穌，不但
沒有呼求報復用石頭擊他的人，
反而說：“主，不要向他們算這
罪債！” （宗7：60）
殉道者們遭受死亡，卻無任何怨
恨，相反，他們本著愛德的心懷
希望迫害他們的人回頭。耶穌
說：“為眾謗你們的人祈禱”（
路6：28），殉道者們順從他的
邀請，為迫害他們的人祈禱。
基督徒致命者不給其他人造成災
難。在我們這個時代常提到以自
殺方式造成無辜人死亡的致命
者，在巴勒斯坦以自殺方式造成
的凶案便是一例。從某些方面我
們可以理解巴勒斯坦人的處境，
他們受以色列人的殘酷欺壓，但
他們中的一些人做出的反應不是
真正殉道者的態度。犧牲其他人
的性命決不是基督徒殉道者的願
望，他們唯一尋求的是所有人的
益處。
殉道是信、望、愛的見證。說它
是信德的見證，因為殉道者拒絕
背教，而宣佈他對救世主基督的

信仰。說它是望德的見證，因為
殉道者相信天主會以永遠的幸福
來賞報他。說它是愛德的見證，
因為殉道者獻出自己的生命是為
其他人的益處，為教會的益處，
也為迫害他的人的益處。
本主日聖道禮儀的教訓給我們
留下一個深刻的訊息，使我們
脫離背叛信仰的誘惑，給我們
為信仰作證的勇氣，忠信天主
的聖愛。這個忠信在基督的死
亡中彰顯出來，他的死亡正體
現了愛的勝利。
（取自梵蒂冈电台）
聖瑪竇福音　10:26-33
那時候，耶穌對宗徒說：「你
們不要害怕他們，因為沒有遮
掩的事，將來不被揭露的；也
沒有隱藏的事，將來不被知道
的。我在暗中給你們所說的，
你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報告
出來；你們由耳語所聽到的，
要在屋頂上，張揚出去。
「你們不要害怕那殺害肉身，
而不能殺害靈魂的；但更要害
怕，能使靈魂和肉身，都陷於
地獄的那位。
「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銅錢
嗎？但沒有你們天父的許可，
牠們中，連一隻也不會掉在地
上。就是你們的頭髮，天父也
都一一數過。所以，你們不要
害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
重呢！
「凡在人面前，承認我的，我
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承認
他；但誰如果在人面前，否認
我，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
必否認他。」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6月14日 
讀經一取自申命紀，這一句話總
是值得我們推敲和默想：你當紀
念：上主你的天主。爲什麽要紀
念，四十年的曠野生活，磨難。
走過了，多麽希望給忘了，爲何
還要紀念？我們人都有意的要將
痛苦給忘了，那還有去紀念這回
事？那一年波蘭世界青年日，帶
領著青年朋友走了一趟波蘭，到
了許許多多的二戰紀念館，特別
是無法令人類忘記的集中營。而
這集中營成爲了大家必須要保留
紀念的場所。我們爲什麽要紀念
人類的痛苦，我們的磨難？
以民的故事，也是人類生命的縮
影，生命的出谷記，生命的磨難
中大衆總是抱怨和不安，但人類
的生命反省記錄裏，卻常常發現
磨難中有恩慈的手施於援助。
走過苦難後的幸福，抹不去的感

動，不離不棄的犧牲，奉獻的真
愛，是這份真愛我們爲之紀念，
不是苦難本身；是那愛的奉獻和
犧牲爲之紀念，不是苦難本身。
集中營的紀念，不是紀念人類的
罪行，而是告知世人，因慈悲之
心，屬神的哀慟與憐憫，我們才
能扭轉形勢。
就像我後來領悟了世人如何對待
生日，這是怎麽樣的紀念？生日
成了世人顯耀之日，小孩覺得生
日向父母要求自己日夜所思的禮
物是理所當然的，而忘了，生日
是感恩之日，是母難日。同樣是
紀念，但是卻大大的展現不同的
情操。這就是一個生命在依靠著
這個母親的體血獲得生命的實際
例子。是用她的死亡換來一個生

命的道理。
人類漸漸的領悟，生命的出谷，
簡單的瑪納已經足夠了，但卻也
發現了人類跌倒的私欲偏情。
求你賜給我們日用食糧，正是如
此，但我們卻日夜思念被奴役時
期的佳餚美味。人類漸漸明白，
生命不是只有依靠著食物，更
需要的是能給予生命的話語。聖
經，人的故事，發現真正死於
飢餓的，還真的比不上人類死於
人類的相互殘害，死於人的思
維，人的口舌。天主的話語給予
生命，給予秩序，給予希望，這
就是福音，就是天主的創造。這
就是耶穌來世界的目的：能吃我
肉，喝我血的人，才能獲得永恆
的生命。

耶穌已經告訴了我們，世界日
用食糧夠餵養我們的生命了，
但要能餵養靈魂的，唯有依靠
我所留給你們的我的體血。剛
過了聖神降臨，耶穌升天，聖
三節系列紀念後，我們卻紀念
基督的體血，這告訴了我們，
一個不離不棄的真愛，藉著自
己的苦難，死亡來換取我們靈
魂得救，能分享天國婚宴的真
愛。
瑪納是為肉身，耶穌的體血是
爲了靈魂。耶穌基督留下的聖
體聖事就是爲了靈魂的益處，
我們每天紀念基督生命的奧
跡，就是靈魂的事，我們天天
領受基督所給我們，繼續為我
們撕裂自己來餵養我們，也是
為了我們的靈魂。祂要我們祈
禱，醒悟祈禱也是屬於靈魂的
事。可惜的是，我們沒有很努
力的為靈魂儘一份心裏，而心

中卻思念著肉身的事。
基督第一次讓我感動的是祂的
死亡，為拯救我們靈魂，遭受
的苦難及死亡；第二次讓我感
動是留下了祂的體血，天天的
餵養我們的靈魂。父母離開人
間，我不再過人世的生日，而
是在基督内重獲生命的聖洗，
紀念一位為我靈魂得救而換來
自己苦難和死亡的那一位。
紀念基督聖體聖血，是紀念一
個對我們不離不棄的主，是一
個全然給予我們的主。是一個
願意分享自己一切的主。我們
準備好領受了嗎？沒有悔改的
靈魂領受了將失去了最大的功
效，不是沒有功效！天主總是
在人的不成全中領受，總會獲
得不成全的效果。
為自己的靈魂做點事情吧！願
回家的路，我們能夠與基督同
伴，與你們同伴！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为信仰作证的勇气
天主会以永远的幸福来赏报殉道者

基督圣体圣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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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中，
继续以祈祷为主题展开要理讲
授。本周的焦点是《圣经》里梅
瑟的形象：他实践了牧者的圣
召，做天人之间的桥梁，始终与
天主子民同在，并为他们代祷。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6
月17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
理讲授中，谈论了梅瑟为以色列
子民的代祷。天主对犯了重罪的
以色列子民发怒时，梅瑟并未听
由天主重罚百姓，却站出来为子
民恳求天主赦免罪过。梅瑟此举
预示了耶稣为我们的代祷。教宗
说：「耶稣是我们与天父之间的
桥梁。耶稣为我们代祷时，献给
天父看祂的伤痕，那是我们救恩
的代价。梅瑟则是耶稣今天为我
们祈祷、为我们代祷的预像。」
在要理讲授中，教宗开门见山地

指出，梅瑟从回应天主召叫的第
一天起，就不是个说话唯唯诺诺
的人。天主召叫梅瑟时，从人的
角度来看，梅瑟是个「失败者」
，逃到了米德杨的旷野。就在那
里，天主邀请梅瑟再次照顾以色
列子民，梅瑟却争辩抗议，因为
他认为自己承担不起这项使命。
他每次祈祷时，都会问天主：「
为什么？」教宗表示，「梅瑟恐
惧不安，经常内心忐忑，看起来
是个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然
而，他的软弱和力量令我们深受
触动。
梅瑟受天主的嘱托，把天主的法
律传给以色列子民，但「他并未
因此剪断他与子民紧密团结的关
系，特别是在试探和罪恶的时
刻」。梅瑟不曾忘记他的子民、
忘记自己的根基。就算他能与天

主面对面交谈，他仍然是百姓的
朋友，怜悯他们犯了罪、陷入
试探，怜悯他们突然怀念起过去

在埃及为奴的时光。尽管梅瑟身
居高位，但他始终与穷人为伍，
继续信赖天主是旅程中的天路行
粮。教宗称梅瑟是个「属于子民
的人」。
梅瑟的祈祷是一种「代祷」（参
阅：《天主教教理》，2574号）
。
教宗解释说，梅瑟对天主的信
仰，使他完全感到自己有如子民
的父亲。《圣经》常描述梅瑟「
举手望天，朝向天主，几乎亲自
成了天地之间的桥梁」。梅瑟此
举预示了耶稣为我们的代祷。教
宗说：「耶稣是我们与天父之间
的桥梁。耶稣为我们代祷时，献
给天父看祂的伤痕，那是我们救
恩的代价。梅瑟则是耶稣今天为
我们祈祷、为我们代祷的预像。
」

牧者们也是如此。教宗强调，牧
者们蒙召成为他的子民与天主之
间的桥梁。正因如此，梅瑟在子
民犯下重罪时，恳求天主说：「
求祢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就把
我从祢所记录的册子上抹去吧！
」（参阅：出卅二32）牧者绝不
出卖自己的子民来谋取飞黄腾
达，而是为自己的子民代祷、为
自己的骨肉和历史代祷。
此外，真正的信徒也要培养这种
祈祷：即使体验到人们的短处，
以及人们远离天主的情况，信友
也不该在祈祷中谴责或拒绝这些
人。诸位圣人拥有代祷的态度，
效法耶稣，做个天主与祂子民之
间的「桥梁」。
教宗最后表示，梅瑟敦促我们怀
著耶稣的热忱祈祷，为世界代
祷，并且牢记虽然世界脆弱无

教宗方济各主持基督圣体圣血节弥
撒。在讲道中，他省思了圣体圣事
如何医治我们的记忆，使我们充满
喜乐。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6月
14日主日上午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
殿宗座祭台主持了基督圣体圣血节
大礼弥撒。大约50人参加了礼仪，
并在感恩祭结束后明供圣体。在讲
道中，教宗强调，务必纪念天主赐
予的诸多恩典。他说：「少了记
忆，我们就会从滋养我们的土壤中
连根拔起，有如树叶一般随风飘
逝。」
教宗指出，纪念的举动有助于重建
我们强而有力的联系，使我们感到
自己是历史长河的一部分。「记忆
绝非私人之物；它是一条连结我
们与天主、与他人的道路。」《圣
经》叙述了人与天主的关系如何口
耳相传、世代相承。
那么，当记忆的链条断裂时，会发
生什么事呢？教宗答道，天主知道
我们的记忆会有多么短暂，所以「
祂留给我们一个纪念」、一个远超
过文字和记号的纪念。「祂给了我
们天赐食粮，这食粮的滋味令人难
以忘怀。祂留给我们面饼，而祂真
实地临在其中，确实活在其内，
带著祂圣爱的一切风味」。教宗强
调，圣体圣事不只是记念，更是事

实。「在弥撒中，耶稣的圣死与复
活就在我们眼前」。
接著，教宗表示，圣体圣事医
治我们脆弱记忆的三个面向。首
先，主耶稣圣体圣血的庆典医治
我们「孤儿般的记忆」。「许多
人的记忆带著缺乏关爱、痛苦失

望的印记，因为有些人原本应该
关爱他们、却让他们的心灵饱尝
孤儿的苦楚」。然而，天主医
治我们，在我们的记忆里倾注祂
的爱；天主圣爱大过于我们的痛
苦。「圣体圣事带给我们天父忠
信的爱，治愈我们的孤儿感，使

我们的心灵充满圣神慰藉人心的
爱」。
再者，圣体圣事也医治我们「负
面的记忆」，这种记忆让我们只
专注于自身的问题和过错。而耶
稣告诉我们，我们是祂眼中的珍
宝，当得起与祂同桌共餐。教宗

指出，「这不只是因为祂慷慨大
度，更是因为祂真心爱著我们。
祂看见并深爱我们的美与善」。
圣体圣事使我们拥有抵抗悲伤的
免疫力，因为它「蕴藏了我们对
负面记忆的抗体」。我们从而身
上带著天主，喜乐满怀。
圣体圣事医治的第三个面向是
我们「封闭的记忆」。我们记
忆的伤疤使我们对人心怀恐惧和
怀疑。因此，我们与他人保持距
离，态度傲慢，错误地期盼自己
能掌控各种处境。「然而，这确
实是个幻想，因为只有爱能根治
恐惧，使我们脱离自我封闭、裹
足不前的状态」。教宗表示，「
耶稣在毫无防备的脆弱祭饼里，
温柔地前来与我们相会。祂成了
擘开的饼，好能打破我们自我中
心的外壳；祂献出自己，为了告
诉我们，唯有敞开自己，我们才
能摆脱内在的禁锢、心灵的瘫
痪」。耶稣在祭饼里奉献自己，
邀请我们别把生命浪费在无用之
事上。「圣体圣事满足我们对物
质的饥渴，燃起我们服务的渴
望。」
教宗最后敦促说，我们「需要
真正的关怀，实实在在的团结锁
链。耶稣在圣体内亲近我们：我
们别让周围的人孤独无助」。

教宗主持圣体圣血弥撒

 “这新冠疫情大流行提醒人类
我们与地球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是亲密而微妙。 如果我们没有
理解到人类与病毒原体之间的关
键接口以及气候变化对受造物的
威胁，我们的地球将会变得不宜
居住，并且任何的努力注定都会
失败。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2020年5月26日。
“如果我们没有以开放的态度去
敬畏和呵护并好好地看待大自然
和环境，如果我们在与世界的关
系中不再讲博爱和赞美的语言，
那么我们的态度将是主人，消费
者，残酷的剥削者，甚至没有
限制地去挥霍他们的各种需求。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与大自然
的一切有紧密相连，那么我们会
提醒自己去关怀，并会自发地
去爱护。” -教宗方济各（通谕
LAUDATO SI' / 愿祢受赞颂，
论爱惜我们共同的家园 2015年5
月24日）

尽管此时我们仍在遭受全球最大
的疫情冲击，让我们感觉到生活
在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带给我们
无法避免且不可撤销的生态改
变。我们要如何从新冠疫情大流
行中所造成的这种空前破坏的疫
情中恢复过来？
2020年5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了一项非常大胆且迫切的宣
言，以实现新冠疫情covid-19之
后的健康和绿色复原。 谭德赛
博士一直领导全世界与冠状病毒
作斗争，他对自然和人的尊严非
常赞赏。他承认人人有权享有健
康； 人与地球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及气候变化和污染的威胁。
这是正合时宜的，当下我们从5
月24日开始了《愿祢受赞颂》5
周年活动。 五年前，教宗方济
各发布了《论爱惜我们共同的家
园 》的《愿祢受赞颂》通谕。
现在，他邀请所有的人一起“参
加，以照料我们的共同家园和我

们最脆弱的兄弟姐妹”。《愿祢
受赞颂》不仅是教会的参考点，
也是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全球许
多环境团体的参考点。
世卫组织宣言有六项主要原则被
称为“处方”，来处理新冠疫情
的健康和绿色地复原而努力。 就
像我们生病时一样，我们需要开
处方才能治愈。 “处方”包括呼
吁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宜居的
城市，安全的食物系统，清洁的
水，可再生绿色能源以及结束对
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健康，绿色复原的处方：1) 保
护和维护人类健康的来源：大自
然。
2）投资基本服务，从水和卫生
设施到医疗保健设施中的清洁能
源。
3）确保快速健康的能量转换。4
）促进健康，可持续的食品系
统。5）建设健康宜居的城市。6
）停止使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污

染。
在这新冠疫情大流行中，人们被
限制了行动的范围，被严格的政
策，例如长时间呆在家里直到疫
情受到控制及缓和。 他们坚信，
必须有明确的手册和目标来保护
自己的健康，家人的健康和他们
的生活。
教宗方济各提醒我们：“我们必
须重新相信我们彼此间需要的信
念，我们对他人和世界负有共同
的责任，因美好的和体面是值得
的。 我们受够了不道德和对道
德，善良，信仰和诚实的嘲笑。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肤浅的行为
对我们没有好处。 当社会生活的
基础受到腐蚀时，随之而来的是
利益冲突，新的暴力行为和野蛮
的行为，以及阻碍真正的关爱环
境文化的发展。” 
恢复正常还不够好。 我们需要复
兴！ 这是我们与全能天主和好
的机会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共同家

园，拥抱彼此之间的团结以制止
对受造物的破坏。
让我们为实现健康，绿色和可持
续复兴的全球转变祈祷。
阅读WHO宣言  https://www.
who.int/news-room/feature-
stories/detail/who-manifesto-
for-a-healthy-recovery-from-
covid-19
撰文：Christopher Ng克里斯托
弗黄群雄 
翻译：Adelina Wong 黄其艳翻
译

世界卫生组织会徽。

从新冠疫情中恢复健康和绿色的家园
世卫组织宣言与《愿祢受赞颂》共鸣 

教宗公开接见：效法梅瑟的榜样
为罪孽深重的人代祷而非谴责

教宗主持公开接见活动。

教宗主持圣体圣血节弥撒：
圣体圣事医治脆弱的记忆



HERALD June 21, 2020Xian Feng Bao20

（吉隆坡讯）随着政府宣布
批准非穆斯林宗教场所可恢
复崇拜活动后，天主教吉隆坡
总教区以及槟城教区皆已发出
通知，阐明教堂恢复弥撒和圣
事礼仪的各项指南，并指出人
数受限制的弥撒分阶段举行，
最快也要等到6月28日才能实
现。
吉隆坡总教区主教署秘书长蔡
锦华神父于6月15日发出，有
关在复苏期行动管制令下恢复
公共崇拜和庆祝圣事指南的通
知说，国防部长依斯迈沙比里
6月15日宣布，行动管制令执
行跨部门特别会议已批准，除
了位于红区的宗教场所外，所
有非穆斯林宗教场所获准全面
恢复日常运作，日期是由2020
年6月10日至8月31日。
蔡神父的通知指出，这项放宽
须遵守当局所定的标准作业程
序（SOP），包括下列各项：

1. 根据场地限制在平时
的三分一聚集人数；
2. 凡有发烧，咳嗽，伤

风等症状的教友不准参
加；而患有糖尿病，癌症
及其他问题者不受鼓励参
加；
3. 年龄超过70或在12岁
以下的儿童不准参加，但
主持弥撒的神父不受此限
制；
4. 参加者须在进入教堂
前量体温及登记名字，下
载MySejahtera手机应用
程式。总教区也有自备
的二维码QR Code 供扫
描，以便备案协助当局联
络和追踪；
5. 各地的教堂仍将遵行
各州当局所定的额外条件
（请与各自州当局接洽）
。

蔡神父说，除此之外，吉隆坡
总教区也采纳了在限制行动管
制令之下及之后的弥撒圣祭指
南，以协助教友准备于教堂恢
复公开弥撒及其他宗教活动
时，履行各种安全措施。

他说，指南分为4个阶段：
阶段1.
成 立 堂 区 反 应 队 ； 策 划
与 准 备 指 示 牌 ， 采 购 用
品 ； 录 取 和 训 练 志 愿 人
士 （ 清 洁 ， 服 务 员 ， 量
体 温 及 记 录 ， 礼 仪 ） ；
与 堂 区 议 会 商 讨 遴 选 弥
撒 参 加 者 的 准 则 ； 弥 撒
不 开 放 ； 病 人 的 傅 油 与
告 解 （ 通 过 预 约 ） ； 殡
葬 礼 仪 在 家 及 善 终 室 举
行，人数只限15人。

阶段2.
每周（星期日）举行一次
弥撒（第一次弥撒不得早
于2020年6月28日）。
测 试 、 完 善 和 逐 步 实 施
SOP和指南。
在圣堂举行殡葬礼。
在 家 里 为 病 人 傅 油 和 婴
孩领洗（预约）。
可以恢复弥撒前告解。

阶段3
周末增加弥撒。
在圣堂举行葬礼、婚礼、
成人领洗和领坚振。

阶段4
可能恢复举行每日弥撒。
以上每个阶段持续多久将
由堂区神父确定，不过第
二阶段的首次公共弥撒活
动不得早于2020年6月28
日，并且必须遵守指南和
SOP的要求。
所有现场面对面的活动，
例如主日学/要理班、慕
道班，会议（堂区和基信
团）、培训，都将暂停直
到另行通知为止。各善会
组织和团体受鼓励使用虚
拟平台进行课堂、会议或
活动。

蔡锦华神父说，廖总主教在6月
11日的牧函中提醒我们，许多
教友都很想回到教堂，热切希
望领取圣体。的确，圣体圣祭
是基督徒生活的泉源和高峰，

应该时常成为我们的优先。但
教会也责任和优先，确保天主
教友能依据公共卫生意见的所
有建议，安全的返回教堂。
他继说，鉴于有限制的放宽重
开弥撒，只容有限的天主教友
回到教堂，他促请教友注意，
总主教将继续宽免所有教友必
须在周日和神圣日子参加弥撒
的责任。总教区将继续直播线
上弥撒，以供不能参与弥撒的
教友们获得灵修上的滋养。
槟城教区开放指南
槟城主教施恩天在其牧函中对
重新开放教堂的措施，也采用
了吉隆坡总教区的4个阶段安全
指南。并指出有关指南将于必
要时加以检讨与改善。
施恩天主教鼓励教区副主教，
北部，霹雳与槟岛的总铎，协
助总铎区的神父和堂区顺利准
备与执行有关的指南。
主教也继续宽免所有教友在周
日和神圣日子参加弥撒的责
任，并鼓励各堂区为不能参加
弥撒的教友直播线上弥撒，使
他们获得灵修上的益处。

（槟城讯）随着我国迈入复苏
式行动管制令，各领域逐步开
放，为使乔治市世界遗产区做
好迎接游客到来的准备，槟州
首长曹观友于6月13日走访乔
治市古迹区旅游据点。
曹观友从走访华盖街天主教
圣母升天堂与槟城教区博物
馆开始，途径圣乔治教堂、
观音亭、椰脚街清真寺、叶
公司、本头公巷及世德堂谢
公司、潮人居、姓林桥及姓
周桥，全程花费约4小时。
随 行 者 尚 有 槟 州 旅 游 、 艺
术、文化与遗产事务行政议
员杨顺兴、光大区州议员郑
来兴、彭加兰哥打区州议员
魏子森及槟岛市议员王宇航
等。

当首长抵达圣堂时，受到槟城
教区施恩天主教和城市堂区副
本堂方济安当神父等人的欢
迎，并引导首长一行人参观。
曹观友指出，当日走访主要
是希望了解古迹区业者的情
况，聆听他们的心声，也让
他们了解州领导一直都与他
们同在。
“民众都提出大致相同的问
题，那就是他们的生计与收
入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
同样的，他们都做好准备迎
接新常态。”
他强调，需在公共卫生、生
活及生计之间取得平衡，这
样才能成为全国乃至世界，
在抗疫工作方面效仿和学习
的楷模。

（吉隆坡讯）经过三个多月的
关闭后，森美兰州淡边的圣维
雅纳堂于6月14日（星期日）的
基督圣体圣血主日，在有条件
行动管制令下重新开放，举行
教友人数受限制的弥撒；这也
是吉隆坡总教区率先重开，让
不超过30名教友参与弥撒的第
一间圣堂。
教友在进入教堂之前，都需登
记个人资料，量体温，戴口
罩；在教堂的座位也须保持社
交距离，即须遵守有条件行动
管制令之下的标准作业程序。
首相署国家团结部的官员也到
场观察，以确保该堂遵守这些
程序。
吉隆坡总主教廖炳坚较早时披
露，5月21日，国家团结部在致
给天主教会的来函中，只批准
三间教堂/弥撒中心获准重开。
其中只有淡边的圣维雅纳堂准
备依照国家安全理事会发出的
标准作业程序，作有限度的重
新开放。
廖总主教说，圣维雅纳堂的重
开也遵守总教区的举行弥撒圣
祭指南，分阶段进行。准备

的工作小心进行，因为我们必
须测试恢复公开教会生活的程
序和步骤。我们必须负责任的
度过卫生危险所产生的许多挑
战。
圣维雅纳堂的主管神父伯多禄
安当说，他感到紧张和渴望该
堂成为重开的第一间教堂，遵
守政府的标准作业程序和总教
区的指南，乃是他最有先的考
虑。
神父说，我们花了约一周的时
间把一切手续办好，包括教堂
消毒，遴选弥撒参加者，并依
照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指示提呈

资料及等待批准。
弥撒开始时，只准30人在圣堂
内，包括神父本人，两名修
生，一名音乐师及来自基信团
的26名教友。弥撒是于当天早
上9时开始，并以多种语言进
行。参加者从7时半即开始抵
步，虽然人数限于30，但需经
过各种步骤才能开始。
神父表示，该堂在未来的主日
可能增加参加弥撒的人数，依
照政府最新的指示，可以容纳
平常三分一的教友，若以平常
约300 多名参加者来衡量，则该
堂每次弥撒可准许最多80人。

天主教堂6月28日起重开
分阶段循防疫指南举行弥撒

槟首长曹观友为重振旅游
走访圣母升天堂等古迹

圣维雅纳堂为第一间圣堂
率先循有条件管制令重开

施恩天主教引领首长参观教堂。

圣维雅纳堂内人数受限制。

伯多禄神父与工作人员及政府官员在教堂前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