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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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下4：8-11，14-16a；
羅馬書6：3-4，8-11；瑪
竇10：37-42)

 這個主日的福音向我們講
述。上主是苛刻的，他索
要一切，但同時他也是最
慷慨的，他給予豐沛的賞
報。

耶穌，最溫和、謙卑，卻
陳述了一個非常強烈的苛
求：“誰愛自己的父母超
過我，不配是我的；誰愛
自己的兒女超過我，不配
是我的”。他怎麼可以提
出如此苛求呢？他這樣做
是為了愛，因為他願意將
自己贈送給我們，而實現
這個贈送的條件是，在我
們內找到空間，找到樂於
接受的心。

耶穌並不像我們其他的朋
友們一樣，他是天主子，
他有權利被我們全心、全
力，全靈的去愛。我們應
該如此的愛他，以真正的
接納他。誰將耶穌看做一
般的朋友，是不能真正的
接納他的。因此他需要提
出如此強烈的要求：要愛
他，超過所有其他的人。
耶穌願意人愛他，像愛天
主那樣，而且與天主一起
被愛。

耶 穌 也 希 望 每 一 個 人 背
起 各 自 的 十 字 架 ， 跟 隨
他：“誰不背起自己的十
字架，跟隨我，不配是我
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是找到真正生命的條件。
耶穌的愛要求苛刻，但是
也是最真實的，它滿盈每
一個人的心。

然後耶穌講了一句相對立
的 話 ： “ 誰 獲 得 自 己 的
生命，必會喪失生命；誰
為 了 我 的 緣 故 ， 喪 失 了
自己的生命，必要獲得生
命。”耶穌希望我們為了
他的緣故失去我們自己的
生命。

第二篇讀經解釋耶穌的這句
話，因為談到洗禮有如與
他同死在他的受難內。保祿
強調說：“我們借著洗禮已
經歸於死亡與他同葬了”。
但是這種死亡是新生命的泉
源：“----為的是，耶穌
怎樣因天父的光榮從死者中
復活了，我們也怎樣在新生
活中度生”；“如果我們與
他同死，相信我們也會與他
同生”；“你們也要這樣看
自己是死於罪惡，但是在基
督耶穌內活於天主。”所有
這一切都與耶穌這句話相聯
繫：“誰因為我失去自己的
生命，必將獲得生命”。

這個洗禮的奧跡應該在我
們 的 平 常 日 子 裏 生 活 出
來。我們應該不斷的死於
罪惡，為了與基督，在基
督內，為天主而生活。我
們也應該接受徹底的失去
生命，比如殉道。即使我
們不處身在像殉道這樣特
殊情況中，我們應該在徹
底擯棄自我主義的意義下
喪 失 自 己 的 生 命 。 我 們
不 應 該 尋 找 我 們 自 己 的
幸 福 ， 而 要 謀 求 取 悅 于
耶穌，承行耶穌的意旨，
那是愛的意願，與自我主
義 完 全 相 反 。 誰 在 擯 棄
自我主義中喪失了自己的
生命，他將會在耶穌的愛
內，以及與耶穌相愛中，
找到新生命。

耶穌在談到接納他人這件事
時，向我們展示天主的慷
慨。他對使徒們說：“誰接
納你們，就是接納我，也就
是接納派遣我的那一位”。
如果我們接納耶穌所派遣的
人，那麼我們所接納的不只
是耶穌，而是天主。

讀經展開一個循序漸進的過
程：“誰像對待先知一樣接
納一位先知，將會得到先知
的報償。誰像對待一個義人
一樣接待一個義人，將會得
到義人的賞報。誰若只給這

些微小的人中一個一杯涼
水，因為他是我的門徒，我
實在告訴你們，他決不會得
不到他的賞報。”

第一篇讀經說明耶穌這幾句
話中的第一句：“誰像對
待一位先知一樣接待一位先
知，他將會得到先知的賞
報”。曾經有一位叔能的富
家女人，承認厄利叟先知是
天主的人。她希望接待厄利
叟先知：她為先知準備了
房間，床鋪，桌子，一張椅
子和一盞燈，使先知可以靜
默，閱讀聖經，準備先知性
訊息。這是這位婦女慷慨的
主動。

但是天主的慷慨從來不會輸
給人。厄利叟先知從天主
那裏得到啟示應該給這位婦
女賞報。他問可以為她做什
麼，先知的僕人革哈齊建議
給她一個特別珍貴的禮物，
說：“很遺憾這個女人既沒
有兒女，丈夫又老了”。也
就是說這個女人再沒有希望
獲得兒女，她的生命是空
的。

厄利叟一聽如此，讓僕人馬
上叫來這個女人，充滿天主
的啟示對她說：“明年這個
時候，你必懷抱一個兒子“
。這個許諾讓這女人的心充

滿喜樂，她最深刻的希望得
到了滿足。天主的慷慨就這
樣格外豐沛地顯示出來。

在福音中，耶穌說即使給他
最小門徒中的一個一杯涼水
喝，也會得到賞報。耶穌的
慷慨是天主性的慷慨，他注
意到了為有助於使徒工作，
並促進天國來臨，而對他的
弟子們所做的最微小的幫
助。

於是我們可欣賞耶穌的慷
慨，並完全信任他。耶穌的
慷慨幫助我們活出我們的慷
慨。耶穌還教導我們感恩，
慷慨的以愛還愛。

耶穌的苛求，耶穌的慷慨：
這就是我們基督徒生命的韻
律。耶穌對我們苛刻，因為
他愛我們，他不希望我們的
生命空無所有，不結果實，
但願是繁盛、豐富的。從另
一方面說，耶穌率先表示感
恩，如此邀請我們有信心、
也向別人感恩。當有人給我
們幫助時，如果我們真的是
耶穌的門徒，我們就應該感
謝人家，慷慨地回報。如此
我們就是在發展愛的國度，
將愛不斷的擴展，使之更新
大地的面貌。
作者：阿爾貝．范諾怡
耶穌會樞機主教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6月24日

我不是你猜想的那一位！說
實在的，連父母，最親的
人，都不知道自己所懷的，
所撫育的孩子，是誰。真的
如此，在母胎中天主就認識
了我們每一個人了。打從若
翰的出現開始，就是一個恩
寵，天主給予的一位。
我們一直都認爲，有誰比
父母更瞭解自己的孩子。
這話似乎是對的，卻往往
是人間的悲劇所在。那是
父母親對孩子期盼的投射
多过真的對孩子的瞭解。
我 們 不 是 真 的 瞭 解 誰 是
誰，我們往往在人身上看
到了自己的恐懼與害怕，

看到自己的不成全，多过
對一個人真正的瞭解。
從給孩子名字開始，我們就
投射了我們的個人對這孩子
的想法。所以，我們真的認
識，即使最親近的人嗎？我
們是否都常常往心裏想：他
到底是誰？
從舊約人類的誕生，背離天
主到天主再次被召喚，就是
一次一次提出同樣的問題：
我們到底是誰？我們一直都
在尋找這個真相。我們都
在猜想：你是不是就是那一
位？那一位？這個問題，在
耶穌基督身上，彰顯了最大
的張力：誰是你的母親，弟

兄？答案就是：承行天主旨
意的那一位！
我們一生都在尋找自己在天
主内的真我。一個出生在匝
加利亞的家庭，這位嬰孩的
誕生，天主打從母胎中就認
識了他。當瑪利亞和自己的
表姐相遇，二個孩子在母胎
中就已經認識了。這嬰孩將
來成爲了什麽人物呢？他沒
有跟隨著自己的父親成爲了
以爲祭司，而在曠野中，成
爲了那位走在上主面前，為
天主所派遣來的，預備祂的
道路。
若翰找到了自己；聖母瑪利
亞，聖若瑟在耶穌長大的過

程中，我們沒有看到他們这
对父母的權威，而是看到他
們單純的陪伴，確定他的安
危，但卻從這位孩子身上看
到天主給他的赤子之情，也
就是這對父母所給於的：對
天主的愛和敬畏。
若翰是他的名字，一個人如
果知道孩子是屬於天主的，
是禮物；這孩子將要成爲
怎麽樣的一個人物，不要讓
我們來決定：母親說：要叫
他若翰；父親也說：若翰是
他的名字。最終，他們看清
楚了。匝加利亞的口終於開
了。
信了，眼開了；服從了，
口也開了！一個把孩子當
成自我成就，自我滿足的
人，將是一個會説話的啞

巴！聾子！若翰的誕生，
讓我看清楚了，我是誰！
每個孩子都該給予屬於他
的單純，認識天主萬物的
創造者，也就是他生命失
去了父母的時候，他可以
依靠的一位。讓孩子們認
識有另一隻手與他同在，
讓他在心神内成長。
注：教宗方济各提醒信友6
月24日是圣若翰洗者诞辰
瞻礼，并邀请每个人更加亲
近天主。
教宗说：「今天是圣若翰洗
者诞辰节。让我们效法这位
耶稣的先驱，好能勇敢地见
证福音，超越各自的差异，
维系和谐与友谊。和谐与友
谊奠定了各种信仰宣讲的可
靠性。」

常年期第十三主日：上主的苛求和慷慨
耶穌的苛求和慷慨是基督徒生命韻律

洗者若翰的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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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
教宗方济各省思了达味王的祈
祷：他以诗人的灵魂牧放天主的
子民。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6
月24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
要理讲授中省思了圣经中达味王
的形象。教宗指出，达味「自幼
蒙天主所爱，获选承担独特的使
命，在天主子民的历史中和我们
的信仰内扮演重要角色」。达味
王「完全合乎天主的心意，全然
服从天父」；因此，天主向他许
下了多项承诺。而耶稣被称为「
达味之子」，并实现了这些年代
久远的承诺。
达味本人的历史源自于白冷城，
他曾在那里替他的父亲叶瑟牧放
羊群。教宗说：「他在露天环境
中工作：我们可以想像他是风的
朋友、自然之声的友人、阳光的
友伴。」达味首先是个牧羊人，
保护羊群远离危险，为牠们提供
养料。依循这条路线，耶稣自

称为「善牧」，「为羊群奉献生
命，引领羊群，并且知道每一头
羊的名字」。
达味登基为王后，迷失了方向，
杀人夺妻。随后，纳堂先知一责
备他，他就立刻认识到自己的罪
过。教宗表示，「达味旋即明白
自己成了坏牧人，不再是个谦卑

的仆人，却为权势所疯狂，变成
杀人掳掠的盗猎者」。
教宗接著省思达味的「诗人灵
魂」。达味始终以琴为伴，在漫
长的孤独岁月里，他喜欢弹琴颂
扬他的天主。达味不是个粗野的
人，他时常向天主献上诗歌，表
达他的喜悦、悲伤和懊悔。「

在他的眼中，世界绝非死寂的景
色：随著事物揭露其原貌，他觉
察到更大的奥秘。」
祈祷遂由此而生：祈祷源自于坚
信生命绝非偶然，而是一个「惊
人的奥秘，能在我们内激发诗
歌、音乐、感恩、赞颂，甚至是
悲叹和恳求」。教宗指出，按照
圣经的传统，达味是创作《圣
咏》的伟大艺术家。达味梦想
著成为一名善牧，而他「既是圣
人也是罪人，既受迫害也施加迫
害，既是受害者也是杀人凶手」
。我们的生活也与他类似，「人
人都常犯下前后不一的罪」。
同时，我们也跟达味一样，有一
条金丝线贯穿我们的生活，即：
祈祷。「达味教导我们在一切事
上与天主交谈：喜乐与罪过、爱
情与苦难、友谊与疾病。这一切
都能成为转向『祢』的话语，而
『祢』总是聆听我们。」
教宗最后总结道，达味深知何谓
孤独，但他「其实从未孤立无

援」。「这是祈祷的力量，发挥
在所有在生活中为祈祷腾出空
间的人身上。祈祷使我们变得高
尚：它能巩固与天主的关系。在
生活的重重难关中，天主是每个
男女旅途上真正的友伴」。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6
月24日在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
动中提及当天的礼仪瞻礼。他在
问候讲意大利语的信友时，说：
「今天是圣若翰洗者诞辰节。让
我们效法这位耶稣的先驱，好能
勇敢地见证福音，超越各自的差
异，维系和谐与友谊。和谐与友
谊奠定了各种信仰宣讲的可靠
性。」
在问候讲西班牙语的信友时，教
宗指出，圣若翰与达味王都懂得
吸引子民把目光转向天主。教宗
祈愿他们两位的典范能成为信友
的勇气泉源，协助我们「在祈祷
中寻求天主」，进而使我们的榜
样有助于天主亲近人类，以及人
类转向天主。

李主教已经是助理主教，2017年
被教廷认可。李镜峰主教已经准
备好从地下到官方主教身份的「
和平」过渡。省级当局将保证
自由。教区合一和整个陕西省如
是。
凤翔（亚洲新闻）– 中国陕西
省凤翔教区李会元主教（Peter 
Li Huiyuan）自2017年成为教
区的正权主教，属地下团体，而
他早于2015年以来已被教廷认可
为助理主教。他在今天 (6月22
日) 在圣若瑟主教座堂举行就职
礼上，亦成为政府认可的正权主
教。
陕西的多位主教参加了仪式：渭
南教区同长平主教、周至教区
吴钦敬主教、三原教区韩英进主
教、西安教区党明彦主教、汉中

教区胥红伟主教、延安教区杨晓
亭主教。
根据与疫情大流行有关的法规，
该流行病仍活跃在北京和西安，
只有300人能够与一些官员一起
参加主教座堂的庆祝活动。
凤翔教区拥有约2万名教友、50
名神父和200名修女。一位出席
了的教友对《亚洲新闻》说：「
一切都非常平静和庄严。」
现年55岁的李会元主教是李镜峰
主教的助理主教，李镜峰主教于
2017年安息。后者从未接受过隶
属于中国的爱国会。
随着主教的就职礼，教区从地下
教会转移到公开教会。
与福建、浙江、河南、广东、黑
龙江等省份的教区所发生的情况
不同，那里的政府部门对地下团

体非常严苛，陕西省的宗教部
门，长期以来在寻求与教会的和

谐转变。
一些当地神父说，归因于许多因
素，人们从「地下」到「正式」
的过渡是「平静」的。
中梵在二零一八年九月廿二日就
主教任命問題簽訂臨時的秘密協
議，期間陸續有地下教會團體的
主教公開就職，包括廣東省汕頭

教區莊建堅主教、河南省南陽教
區靳祿崗主教，福建省福州教區
林家善主教，而李主教便是第四
位獲中方承認的地下主教。
據時任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在
二零一七年的文章指，全國有三
十多位地下主教有待中國政府承
認。

凤翔教区李会元主教。

圣座礼仪及圣事部日前向各国主
教团发表公开信，表示该部会遵
照教宗方济各的意愿，在《圣母
德敍祷文》中增加三个新的圣母
名号，即：慈悲之母、望德之母
和移民之慰。
（梵蒂冈新闻网）在教宗方济各
的授意下，圣座礼仪及圣事部
6月20日向各国主教团发表公开
信，宣布在《圣母德敍祷文》
（Litanie Lauretane）中增加三个
新的圣母名号，即：慈悲之母、
望德之母和移民之慰。三个新的
圣母名号分别在原祷文的教会之
母、天主宠爱之母和罪人之托之
后加入。
圣座礼仪及圣事部秘书长罗奇
（Arthur Roche）总主教就增加
《圣母德敍祷文》中新名号一事
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他解释
道，古老的《圣母德敍祷文》
起源于意大利洛雷托圣家朝圣
地，它与教会和人类的生活息息
相关。他提醒说，历代的教宗曾

在《圣母德敍祷文》中添加呼求
圣母的名号，像是圣若望保禄二
世教宗就增添了“家庭之母”。
这些名号都回应了时代的需求，
恳求圣母帮助人们面对时代的挑
战。

罗奇总主教最后总结道：“我们
都知道玫瑰经是一个强而有力的
祈祷。对于那些正遭受新冠肺炎
磨难的人们，其中包括那些离开
自己故土的移民，此刻向圣母呼
求极为重要。”

诵念三钟经后，教宗向所有的父亲
祝贺父亲节快乐。同时，教宗也吁
请促使每个人，尤其是难民确实得
到保护，并将青年托付于圣类思敍
公撒格。
（梵蒂冈新闻网）许多国家于今年
6月21日庆祝父亲节。当天，教宗
方济各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
诵念三钟经后，提及了这个节日，
并向所有的父亲表达关怀。教宗
说：「我们都知道，爸爸不好当，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祈祷。我们也特
别纪念我们的祖先，他们持续在天
上守护著我们。」
有鉴于前一天6月20日是联合国订
定的世界难民日，教宗于21日在念
经后格外牵挂著难民。他说：「新
冠病毒的危机凸显了需要确保难民
得到必要的保护，以保障他们的尊
严和安全。我邀请你们跟我一同祈
愿人人再次作出富有成效的努力，
促使每个人确实得到保护，尤其是
那些由于自身或家人的严重危险处
境，被迫逃难的人。」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
报告显示，由于冲突、迫害，以及

环境和粮食危机的缘故，去年约有
8千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或祖国。此
数字相当于全世界人口的1%，而
且这个数字在10年内增长为两倍。
这是个史无前例的数字，但是至今
仍未找到适当的对策。
当天是青年主保、耶稣会士圣类
思敍公撒格纪念日，因此教宗特
别念及青年，并将他们托付于这
位圣人的转祷。教宗说：「今天
我们纪念圣类思敍公撒格，一位
满心热爱天主和近人的青年。他
英年早逝，就在罗马这里蒙主恩
召 ， 因 为 他 照 顾 了 黑 死 病 的 患
者。我把世界各地的青年托付于
他的转祷。」
此外，教宗当天在他的推特帐户@
pontifex上也发表了推文，以纪念
这位年轻的圣人。他写道：「亲
爱的青年，让我们通过你们的主
保、圣类思敍公撒格的转祷，祈
求拥有一颗崭新的心的恩宠。圣
类思敍公撒格是个勇敢的青年，
在服务他人方面从不退缩，甚至
为 了 照 顾 黑 死 病 的 患 者 献 出 生
命。愿上主改变我们的心灵！」

意大利庞贝玫瑰经圣母朝圣地。

教宗祝贺父亲节快乐
为难民和青年祈祷

教宗在《圣母德敍祷文》中
新增三个呼求圣母的名号

教宗公开接见：我们若在祈祷中
把生活托付于主将永不孤立无援

教宗主持公开接见活动。

前地下教会李会元主教
就职成为凤翔官方主教

陕西的多位主教参加了就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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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讯）槟城教区施恩天主教
说，今年大山脚圣妇亚纳堂的主
保庆典将因新冠肺炎的疫情不能
像往年那样庆祝，而改为线上
直播。庆典将包括多种语言的弥
撒，朝拜圣体，对圣亚纳的九日
敬礼，祈求圣妇的代祷，以及许
多信友的个人祈祷意向。
主教说，今年的庆典将由7月
24日至8月2日举行。这种通过
电子数字媒体的方式将能让来
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
同信仰和传统的人都能参加。
他们可以在官方网页：www.
minorbasilicalstannebm.com 收
看与参加各项庆祝仪式；这个

网页将由2020年7月1日开始操
作。
施恩天主教于6月17日发表的
文告中说，面对目前的新冠肺
炎局势，防止众多的朝圣者与
信徒在圣亚纳旧堂和圣亚纳次
级圣殿的聚集，无疑是最重要
的考量。因此，今年的主保庆
典不能依往年的方式举行。为
维持在主保日爱护及服务众人
的使命，今年的庆祝方式改为
更具创造性，更包容和搭建桥
梁，俾能伸展至更多来自各地
的朝圣者和信众。
主教宣布，有关圣亚纳堂升级为
次级圣殿的官方庆祝仪式，原

定于今年的8月2日举行，现在也
因疫情的影响，展期至较后的日
子。圣殿的升格，将使它在槟城
教区和本区域成为一个礼仪和牧
民活动的典范。
在7月24日至8月2日的主保节期
间，圣亚纳堂将会关闭。当局将
安排把一座旧堂的圣像置放在圣
堂的主要入口大门处，路过的人
也可看到和敬仰。连同其他的圣
像将放在网页上，可供公众在线
上敬拜。
主教向所有圣亚纳堂的朝圣者及
信徒表达同样的感情，共同祈祷
和希望明年能够如常的庆祝圣亚
纳堂主保。

（芙蓉讯）芙蓉圣母往见堂
于5月31日举行线上弥撒，庆
祝圣神降临节及往见堂的主
保日。当天的多种语言弥撒
除了庆祝教会的诞生外，也
同时纪念童真玛利亚的探访
表亲依撒伯尔，并由森州4位
神父共祭，他们是主祭的多
默神父，伯多禄安当神父，
罗庆桥神父以及安德鲁神父。
下午6时开始的弥撒，先是由
安德鲁神父率领及由郑菲立
执事协助，举行四种语言的
朝拜圣体。由于行动管制令
的实施，朝拜圣体和弥撒圣
祭都以线上直播，让教友可
以参与。
罗 庆 桥 神 父 用 英 语 讲 道 时
说，在复活节过后50天，我
们教会庆祝五旬节，即圣神
的降临在基督宗徒以及我们
全体的身上。
他说，像宗徒关闭在楼上的
房间，恐惧受到犹太人的迫
害那样，我们也由3月18日起
受到行动管制令的影响，不
能到处走动；而与人保持社
交距离，戴口罩已经成为生

活的常态，以免受到新冠病
毒的感染。在这病毒大流行
期间，许多人丧失了亲人，
变成失业，导致他们忧虑，
害怕和恐惧，就像宗徒门那
样。
神父说，许多人担心在管制令
结束后，情况将会改变，教堂
将不会像过去那样操作，商业
也不像以前那样。神父门则在
猜想教友门已经习惯于参加线
上弥撒了，他们是否会在管制
令解放后，还会重返教堂。
罗神父提醒教友们，我们所领
受的圣神不是懦弱的圣神，而
是把宗徒和我们转变成更勇
敢。
神父在结语时，促请教友让
圣神转化我们，好使耶稣的
圣言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我
们要有勇气，就如复活的耶
稣进入宗徒聚集在一起的房
间那样。
在弥撒结束时，安德鲁神父
祝贺线上的教友主保日与圣
神降临节快乐。我们应继续
祈祷，仰赖上主的力量，我
们能够恢复在教堂参加弥撒。

(美里日讯）美里罗东Mater Dei
圣母天主教堂6月21日早上首次
在停车场举行弥撒，现场有约
100辆汽车的教友参加，且依
据安全距离停车。这是政府自
今年3月18日实施行动管制令迄
今，首次进行弥撒的集会。
早上7点，信友在教堂停车场坐
在车内参加主日弥撒，并由美
里教区吴对龙主教亲自主祭，
相信教徒在汽车内举行宗教集
会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次。
汽车保持社交距离
100辆汽车有序的停泊在停车
场，每辆汽车停泊时都“保持
安全社交距离”。
所有参加的信徒受促留在车
内，直至主教和圣体派送员
派给圣体（他们都须用手领圣
体），弥撒仪式完毕后，才各
自驾车离开。
参加的信徒严格遵守宗教集会
的标准作业程序。教堂守卫在
停车场维持秩序，为每一名信
徒喷消毒搓手液后才可接过圣
体。
吴对龙主教表示高兴，首次在
停车场举行宗教集会，惟下次
停车场进行的宗教集会之前，
信徒要预先登记名字，避免停
车场出现过于拥挤。教堂会继
续遵守当局制定的集会标准作
业程序。
拒12岁儿童参加
参加弥撒的包括年长信徒，即
便他们被视为高风险感染群，
亦可参加集会，不过他们必须
留在车内。
不过，年龄12岁以下的儿童则

受促不要参加，这是要遵守政
府制定的预防新冠肺炎的标准
作业程序。
今天在停车场参与的信徒，是
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安排停车
位。停车场可容纳逾百辆车，
即使车子之间保持社交距离。
虽然弥撒于早上7时开始，但教
堂大门在6点已打开。弥撒结束
与主教降福后，巡察员才向教
友收奉献。

另一方面，砂拉越加帛的圣母
无染原罪堂于6月20日，举行了
自行动管制令实施以来，事隔
三个月之后举行的首台黄昏弥
撒。志愿人员都提早为教堂准
备各项安全的防疫措施。
虽然当局拟定每台弥撒最多只
能容纳250人，视教堂的大小而
定，不过参加黄昏弥撒的教友
只有约50人，而大家都保持社
交距离。以策安全。

大山脚圣亚纳堂线上庆主保
升格为次级圣殿展期举行

多位神父共祭线上弥撒
庆芙蓉圣母往见堂主保

美里罗东天主堂首创 
教友坐车内参加弥撒

多位神父举行线上弥撒庆主保。

加帛的圣母无染原罪堂举行首台弥撒。。

: 教友在车上用手领圣体。小图为停在教堂前的汽车。。

大山脚圣亚纳次级圣殿图。

（根地咬讯）砂拉越州根地咬
教区高略彭恩主教说，他要感
谢天主，教会在经过了三个月
的“黑暗”时期之后，政府终
于宣布非穆斯林宗教场所获准
重新开放。因此，根地咬教区
经过各项会议，和紧密的准备
后，决定于6月20及21日（周
六及周日）开始举行公开的弥
撒。
高略彭恩主教在主持了三个月
以来首次的公开弥撒后说，虽
然只有少数的教友能够参加，
因为我们须遵守防控新冠肺炎

的标准作业程序，我们大家继
续祈祷，信赖上主时常与我们
同在，并保护我们。
6月20及21日，圣方济沙勿略主
教座堂，努鲁苏苏邦的圣家朝
圣中心重新开放门户，让众教
友参与圣祭。另两个小堂也举

行了黄昏弥撒，根地咬教区重
开的堂区还有淡文岸，天弄等
地。
21日早上10时半，在努鲁苏苏
邦的圣家朝圣中心，高略彭恩
主教主持圣祭，参加的教友共
50名；较早时，主教还主持了

线上弥撒。
堂区的青年促进会和善终社负
责作业程序的执行，包括登记
和测量参加弥撒教友的体温，
确保他门戴上口罩，双手和鞋
子的消毒等工作。
圣方济沙勿略主教座堂牧民议
会主席南施妮莉说，标准作业
程序受到严厉的遵守，以免
危害到教友，教会领袖和工作
人员自己。他们所采取的措施
也获得政府当局的批准。而当
局对教会采取的措施也感到满
意。 高略彭恩主教感谢教会重开。

根地咬多个堂区重开
教友返回参加弥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