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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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妇亚纳是圣母玛利亚的母亲，
耶稣基督的外婆。这主日的弥撒
读经恰好可以帮助我们从圣妇亚
纳身上学习如何看到天主圣言临
在我们中间，塑造我们的意识，
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天国的门徒」（玛十三52）。
天主圣言在圣妇亚纳身上的临
现，以及她如何显示出基督门徒
的意识并不是显然的，因为在
正典圣经中，我们不曾听过圣妇
亚纳的名字，也不太认识她这个
人。有些人设法更认识她，就从
一些伪经中，例如：《多玛斯福
音》，或从某些古老的传说中把
她寻找出来。从这些伪经和传说
中，我们或许可以知道某些正典
圣经没有记载的讯息；可是，教
会对圣妇亚纳的敬礼，并不是根
据，也没有依靠这些伪经和传说
的讯息资料。教会对圣妇亚纳的
敬礼完全是以正典圣经的信仰为
依据。因此，我们若要真实地认
识圣妇亚纳是怎样的一个人，她
有什么可敬的情操，我们还是必
须回到我们的圣经。
然而，我们怎么可能去认识一
个在圣经中不曾露面的人呢？
这里有一个解读圣经的技巧。
这个技巧不是把圣经中没有的
东西强加到圣经里面；那是无
中生有，那样做是不正确的读
经方法。正确的读经方法是把
圣经中原本就有的东西挖掘出
来，使圣经中原本就存在的
事情明朗化。一如耶稣在福音
中所说的：「凡成了天国门徒
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
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
宝物来」（玛十三52）。「经
师」是熟悉圣经的人，但在此
指的不是一般的经师，而是成
了天国门徒、作为基督门徒的
经师；他们懂得从圣经中悟出
新的理解，跟随耶稣在天国的
道路上行走。
圣经中原本就有圣妇亚纳这个
人，因为圣经中有圣母玛利

亚，圣经中也有耶稣基督。耶
稣说过：「凡是好树都结好果
子，而坏树都结坏果子；好树
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
好果子」（玛七17-18）；「
每一棵树，凭它的果子就可认
出来。人从荆棘上收不到无花
果，从蒺藜上也剪不到葡萄」
（路六43-44）。圣母玛利亚是
充满圣宠者，耶稣是恩赐圣宠
者，他们两人都是好的果子，
因此圣妇亚纳必定也是个充满
圣德的人，是个促使恩宠增长
的人。自己充满圣德，又让别
人能够在恩宠中生长，就是天
主圣言临在我们内的表现，也
是作为基督门徒真实的心态和
意识。圣言不是静止的，而是
鲜活的；圣言绝不会叫我们以
自我为中心，只为自己的好处
着想。圣言临在我们中间，总
是叫我们成为一棵好树，去结
出好的果子。圣妇亚纳是我们
作为基督门徒的生活模范。圣
妇亚纳可以帮助我们扪心自
问：我们要怎样生活才能结出
好果子，才能帮助他人在天主
的恩宠中成长？
在这资讯爆满的时代，现成和
速成的答案俯拾皆是。例如：
怎样守住青春、保持漂亮、享
有健康与长寿；如何塑造成
功、变得富贵，生活快乐和幸
福。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从
出生到入死，我们总是被许许
多多的答案轰炸，以致我们忘
却了到底该问的问题是什么？
什么是生命最基本的问题？什
么是生命的重点和最终的目
标？
耶稣在福音中给我们讲解宝藏

和珍珠的比喻，不是要提供我
们另一个答案，而是要我们自
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我
的生命中，什么才是最珍贵的
呢？」这问题直接与我们的身
份和圣召紧密相连：「我是
谁？我为何生在世界上？」对
于这问题，没有人可以给我们
现成的答案。我们必须自己去
寻找，以生命作出解答。
在第一篇读经中，撒罗满明认
他要登上达味的宝座为王，他
要在世界上统治以色列国。这
个身份和圣召并不是为了他自
己，而是为了让以色列子民能
活得更好。这其实就是正义的
表现，正义就表现在为了别人
的好处，而活出自己的圣召。
因此，当撒罗满向天主求智慧
和明辨正义的判断力时，天主
立刻恩许了他，赏赐他一颗聪
明智慧的心。
第二篇读经中有一句圣保禄的
名言：「天主使一切都协助
那些爱祂的人，也就是祂照自
己的旨意所召叫的那些人，获
得益处；因为祂为祂所预选的
人，预定了他们要与祂儿子的
肖像相同」（罗八28-29）。
这句名言可以用在圣妇亚纳身
上，因为天主预选了她，使她
传递给耶稣做为人的肖像。她
自己或许并不知道这个天主的
预选，可是天主却真实地使一
切协助了她，使她能够在一个
充满圣德的家庭中养育圣母玛
利亚，让圣母成为一个充满恩
宠的人，也让耶稣能够在这样
的一个恩宠满溢的大家庭中长
大成人。这句名言也可以用在
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天主所预选来爱天主的
人。若不是天主的预选，我们
绝对不会爱天主，也不能爱天
主。
耶稣讲完了比喻后，问他的门
徒说：「你们明白这一切了
吗？」他们答说：「明白了」
（玛十三51）。耶稣然后再给
他们另设一个比喻说：「凡是
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
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拿
出新的和旧的宝物来」（玛十
三52）。耶稣的这个比喻教导
门徒们，理解圣经和祂的福音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温故知
新，明辨天主的宝贵救恩。这
一个过程同时也是认识自己的
成长过程，在天主前承认我们
的生命确实是一个宝库；天主
在生命中赐予我们许多新的和
旧的宝物，使一切都协助我们
获得益处。
我们每次诵读圣经都会有不同
的体会和领悟。这是我们每一
个人的经验。一方面，这当然
是圣神不断在启发我们，教导
我们认识更完整的真理；另一
方面，这也是由于我们不断在
成长，有了更多的生活经历，
无论对人对事都会有些许不同
的见解。成长过程确实能使我
们超越之前的自己；这是事
实，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别人也
能超越他们之前的自己。曾经
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且别认
定他们多年后仍能再伤害我
们，而躲避他们或采取报复；
因为我们会长大，会超越之前
的自己，而他们也同样会超越
他们之前的自己。
因此，从生命的宝库中拿出新

的和旧的宝物来，是走向恩宠
的旅程，为了找到那颗最珍贵
的珍珠。耶稣要求我们时常查
看我们生命的宝库，我们情
感、心理、和灵修的宝库，问
问自己哪颗是最珍贵的珍珠，
为了求得它可以舍弃一切的珍
珠？这颗珍珠就是作为基督的
门徒，作为天国的门徒！圣妇
亚纳、圣母玛利亚、撒罗满和
圣保禄都是找到了这颗珍珠的
人，他们因而全心在天主恩宠
的路上行走。让我们祈求耶稣
使我们也能找到这颗生命的珍
珠，而勇往直前地在天主恩宠
的道路上行走。阿们。
梵蒂冈电台～ 张德福神父 ～
　　本主日弥撒福音这样说：
　　那时，耶稣对群众说：「
天国好比埋在地下的宝藏，有
人找到了，就把它埋藏起来，
然後高高兴兴地去变卖他的一
切，买下了这块地。」
　　「天国又好比一个寻觅精
美珍珠的商人，找到了一颗价
值连城的珍珠，就去变卖一
切，买下这颗珍珠。」
　　「天国也好比撒在海中的
网，捕了各种的鱼。网满了，
渔夫就把它拉上岸，坐下来，
从网中挑选好的放在鱼筐内；
把坏的都扔在外面。世界终结
时，也是这样：天使要出来，
把坏人从义人中拣出来，扔入
火炉中，在那里有哀号和切齿
声。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
」他们说：「明白了。」耶稣
就对他们说：「凡成了天国门
徒的经师，就好比一个家主，
从自己的宝库 ，取出新的和旧
的东西。」（玛13: 44-52）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7月21日
2 0 0 4 年 那 年 領 洗 ， 雖 然
不是整個人在水中經歷短
暫的窒息片刻，當神父在
我頭上“因父，及子及聖
神” 為我受洗的那片刻，
真的感受到天主將我的一
切罪過投入海底，那份靈
魂的輕柔。那時候起我的
生命，多了一份無可言喻
的祝福。
這份祝福把我帶回去了許
許多多的回憶，人生最美
好的不是只有共享樂的關
係，享樂的關係多讓人疲
憊，而真正的友誼，原來
就如婚禮上的誓詞：今天
開始，無論是順境或是逆

境，富有或貧窮，健康或

疾病，我將永遠愛你、珍
惜你直到地老天長。我承
諾我將對你永遠忠誠。這
份友誼不是真的婚禮，卻
是靈性生命的結婚。彼此
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也沒
有情欲的愛情，就是單純
的靈性友誼。
大德蘭說這樣的人很少，
除了天主及祂特別賜予這
特 殊 恩 寵 的 孩 子 外 。 所
以，多數的我們都是隨著
本性而生活的，所以才會
有數不清，說不完的家庭

問題，社會悲劇和令人疲

憊不堪的人際關係。這關
係，開始在人與神，後來
演變成了人與人，人與這
個世界而形成了所謂“關
係的破壞者” ，這就叫
做“罪！” 輕的叫我們的
軟弱，嚴重的在不給予調
整和克制下將成爲“罪”！
從 此 ， 罪 的 赦 免 成 爲 了
真 正 靈 魂 被 釋 放 ， 獲 得
自由，也是人最完美的治
愈。這原本只有天主可以
做到，後耶穌分享了這權
柄給了天國子民。我們都

有這個權柄，但爲何有人

可以寬宥，能憐憫並把他
人的罪踏在脚下，有人卻
無法做到？爲何有人能將
不是自己血緣關係的孩子
成爲了自己的孩子一樣的
愛護，有些人卻無法跨越
這樣的狹隘關係？
今天的福音，耶穌說：誰
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兄
弟？就是把我們從本性感
性的愛中提升至靈性的愛
中。這就是天主的愛，祂
是如此的愛著自己常跌到
的孩子的 – 不永遠懷怒，

喜愛以仁慈待人，不斷的
給予憐憫，把我們的罪踏
在脚下。
奉行天主旨意的才是我兄
弟，姐妹和母親！我們能
跨越人本性下情欲的愛，
情愛？主耶穌最後吩咐我
們的彼此相愛，這份愛，
我們將無法完成，除非我
們在祂内，在聖神内獲得
了無可言喻的嘆息，那愛
的嘆息！
我因獲得了這嘆息，在領
洗那一刻，聖神内給了我
這重生的氣息！我們在領
洗時，主耶穌就分析了這
個 權 柄 ， 我 們 能 的 ！ 能
愛，能寬恕的！能愛那和
我沒有關係的。

受洗获宽恕的意义

常年期第十七主日：生命珍贵的珍珠
天主在生命中赐予我们许多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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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的行动不该是「压抑恶人，
却要拯救他们」。这是教宗方济
各7月19日中午在三钟经祈祷活
动中指出的道路。教宗表示，这
无关虚伪的宽容，而是浸润著慈
悲的正义。
（梵蒂冈新闻网）「好种子和莠
子代表的不是抽象的善与恶」，
而是「我们这些可以跟随天主或
魔鬼的人类。」教宗方济各7月
19日主日在三钟经祈祷活动中如
此清楚明白地论及当天主日福音
中的比喻。在这段比喻里，天主
在田里撒播好种子后，魔鬼趁著
黑夜，暗地里撒下莠子（参阅：
玛十三24-43）。
教宗邀请众人效法上主的目光，
在仆人们想要赶紧拔除杂草时，

懂得守护在杂草之间的好麦子。
教宗指出，「恶，当然要予以抵
拒，但是恶人却要耐心以对。这
不是暗藏模棱两可的虚伪宽容，
而是由慈悲所缓和的正义。耶稣
若是来寻找罪人，更胜于寻找义
人；祂如果是先来照顾病人，而
后照顾健康的人，那么祂门徒的
行动就不该压抑恶人，却要拯救
他们。在那里，存在著耐心」。
比喻里的主人相当睿智：他深知
一旦拔草，麦子跟莠子恐怕会一
起毁灭；因此，必须静待收割的
时机。教宗表示，这也是个有关
常识的故事。仆人必须懂得等
待，因为「忍受迫害和敌意是基
督徒圣召的一部分」。当天福音
比喻凸显出两种态度：「一方面

是主人的目光，高瞻远瞩；另一
方面是仆人的目光，看到问题。

」仆人关心的是田地要除杂草，
主人担心的则是好麦子。
教宗说：「对别人吹毛求疵的
人，无法与天主妥善合作。」相
反地，能跟天主合作的人，必然
「懂得辨识出在教会与历史的田
地里默默成长的善，耕耘照顾它
们，直到作物成熟。届时，将是
天主，而且唯有天主能奖励善
人，惩戒恶人」。「愿圣母玛利
亚帮助我们理解并效法天主的耐
心。天主不愿失去祂的任何一个
儿女，祂以慈父之爱关爱著祂的
众子女。」
接著，教宗谈论了撒下莠子的
效果。他说：「我们经常听到
某个家庭以前和乐融融，后来
掀起战火、互相嫉妒；某个社

区曾经宁静祥和，然后开始发
生坏事。我们习惯说：『啊，
某个人去那里撒下莠子。』或
者，『家里的这个人靠著流言
蜚语撒下莠子。』这通常是魔
鬼或我们的诱惑做的，发生于
我们陷入诱惑、说三道四、诋
毁他人的时候。」
教宗最后阐明，这个比喻也蕴
含另一个视角：天主只撒播好
种子，在祂的田地旁边有个与
之为敌的魔鬼，藉著莠子想要
阻碍麦子的生长；魔鬼通过
嫉妒和敌意行事，想要毁灭一
切。教宗表示，「魔鬼企图阻
挠救世工程，教唆作恶多端的
仆人和使人跌倒的撒种者阻碍
天主的国」。

圣座教义部公布指导手册，依序
指引所有调查圣职人员侵犯儿童
案真相的负责人员。
（梵蒂冈新闻网）圣座教义部7
月16日公布了一份指导手册，精
确又及时地回应在性侵案件处理
程序方面的常见问题。这份指导
手册有30多页，分为9大章；内
容针对处理圣职人员侵犯儿童案
的若干程序要点，回答主要问
题。这文件既非规范，也不是新
的法律条文，而是一项工具，旨
在协助教区教长和法务人员采取
具体的教会法律行动来应对「较
重大的罪行」。「对整个教会而
言，『较重大的罪行』是一道又
深又痛的伤痕，需要妥善治疗」
。
先前，世界各地主教团主席于
2019年2月在梵蒂冈开会时，要
求提供相关指引，圣座这份指导
手册因此问世，并起名为「1.0
版」，因为日后预计会按照当下
法规和圣座教义部的行事惯例，
定期调整手册内容。本文件回答
的若干问题包括：构成罪行的元
素，如何推展事先调查，有哪些
可采取的惩戒诉讼程序等等。这
些问答再三援引现行法规、《保
护圣事的神圣性》手谕，以及《
你们是世界的光》手谕。《保护
圣事的神圣性》手谕由圣若望保
禄二世教宗于2001年首次颁布，
本笃十六世教宗于2010年加以修

订；《你们是世界的光》手谕则
由教宗方济各于2019年颁布。
圣座教义部的指导手册特别提出
了四大需求：首要之务便是保护
人。教会当局应当「尽力让假定
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得到有尊严的
善待和尊重」，必须通过「特别
服务等方式」，予以「接纳、聆
听和陪伴，并且视个案而定，在
灵性、医疗和心理方面提供援
助」。手册强调，「被控告的人
也可以得到同等对待」。
手册提出的第二个层面是，教区
教长务必谨慎又精确地核实有关
假定侵犯案件的每个信息。即使
没有正式的举报，即使消息是在
大众传媒，包括社交网络上流
传，即使消息来源不具名，文件
建议依然要仔细评估每个所得的
信息，并深入研究。圣事的保密
性当然始终有效：在这种情况
下，听告解的司铎必须说服忏悔
者通过其它渠道举报假定的侵犯
案件。
第三个层面涉及传播：指导手册
多次提到遵守「职务保密」原则
的义务，尽管在事先调查期间，

假定的受害者及证人没有「对案
情保持缄默的义务」。无论如
何，手册要求避免任何「不当和
非法」地向公众散布消息的行
径，尤其是在事先调查阶段，以
免人们先入为主地断定案情。本
文件的其中一段谈论在事先调查
期间必须宣布的公告：在这种情
况下，手册建议要小心谨慎，采
取「必要而简洁」的形式，既不
渲染消息，也不以教会的名义道
歉，以免造成未审先判的效果。
最后，第四个层面强调的是教会
与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举例而
言，「即使没有明文规定的义
务，只要教会当局在当下判断，
为了保护受侵犯者或其它儿童免
于进一步犯罪行为的伤害，举报
是必不可少的，教会当局就应该
向民政当局的主管单位举报」。
与此同时，手册也提醒，「调查
活动应遵守各国民法」。
圣座教义部部长阐述始末
（梵蒂冈新闻网）在为数众多的
请求下，《关于处理圣职人员侵
犯儿童案的若干程序要点指导手
册》于7月16日问世。此前，许

多主教、教区教长，以及献身生
活和使徒生活团体的会长请圣座
教义部提供一份文件，以协助他
们履行棘手的任务，正确地推展
有关执事、司铎和主教被控告侵
犯儿童的案件。指导手册问世当
天，圣座教义部部长拉达里亚枢
机发表文章，详细阐述了这份文
件的始末。
拉达里亚枢机写道：「最近的经
历证明了教会对这伤痛投以莫大
关注。正义的道路不能只是穷尽
教会的行动，更要促使案情真相
大白。这是一条错综复杂的道
路，教区教长和长上宛如身处于
规范与行事惯例的浓密树丛之
中，有时不确定该走的方向。」
因此，指导手册的首要对象便是
教区教长和教会团体的长上，
以及协助他们处理案件的法务人
员。圣座教义部长强调，这份手
册不是法律文件，并未颁布任何
新的法规。相反地，指导手册的
目的是「从头到尾扶持著那些
必须具体处理案件的人」。换言
之，就是从获得可能罪行的初步
消息开始，一直到案件终告结束

为止。在这开始与结束之间，有
不少「要注意的时机、要完成的
步骤、要启动的沟通、要作出的
决定」。
圣座教义部此刻发表的指导手册
乃是初版，起名为「1.0版本」
，意味著未来将会推陈出新。拉
达里亚枢机表示，「一份『手
册』必须按照法律可能的发展作
出相应的调整。再者，在处理相
关的法律案件时，手册必须回应
经验带来的种种新挑战。最后一
点是，手册必须重视不同教会团
体提供的考量，诸如：教区、修
会、教会学院，以及单一教区或
多个教区联合设立的聆听中心。
它们适当的贡献将有助于修正、
完善、阐明并厘清某些自然还得
更加深入省思的要点」。

梵蒂冈城国政府今年7月份首次在
梵蒂冈为圣座职员的子女举办夏
令营活动。7月20日早上，教宗骤
然探访了正在吃早餐的孩子们和
负责营队的工作人员，并回答了
孩子们提出的几个问题。他鼓励
孩子们要结交新朋友，与朋友们
一起同欢共乐。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体
恤在圣座服务的父母亲的辛劳，
同意今年夏天在梵蒂冈为圣座员
工的子女举办夏令营活动。7月
20日早上9点过后，教宗突然来到
保禄六世大厅前廊，探望了正在
用早餐的孩童和青少年。圣座新
闻室在一份公告中公布了上述消
息。
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说：“教宗
在餐桌之间来回走动问候孩子们
后，也参观了在保禄六世大厅设

置的游乐场所，并与活动参与者
进行了交谈。”教宗在10点钟返
回圣玛尔大之家前，“一一”问

候了工作人员，并对他们的工作
表示感谢。在这短短的探访中，
教宗与孩子们坐在一起，“鼓励

他们结交新朋友”。他说：“只
懂得独自玩乐的人是自私的，要
玩得开心，就得与朋友们在一起
同欢共乐。”
在梵蒂冈举办夏令营是梵蒂冈城
国政府的一项创举，旨在帮助在
圣座服务的家长们。这个在7月
份举办的夏令营具有教育和娱乐
性质，活动安排在梵蒂冈花园、
直升机停机坪和保禄六世大厅内
举行，活动项目包括在游泳池游
泳、打网球和篮球、踢足球、在
充气设备上滑行，以及乒乓球比
赛。此外，孩子们还会参观梵蒂
冈花园，主办单位也安排了祈祷
和共融的时刻。本次夏令营由梵
蒂冈的慈幼会士团体和其它组织
负责，在遵守新冠肺炎防疫措施
的规定下，约有100名年龄介于5
岁至14岁之间的孩童和青少年参
加了这次活动。
本次夏令营协调人是梵蒂冈宪兵
队和梵蒂冈博物馆指导神师丰塔
纳（Franco Fontana）神父，他
向本新闻网讲述了当天早上与
教宗在一起的情形，说：“教宗

的到来对我们而言是个极大的惊
喜！当时我不在保禄六世大厅，
但有人告诉我教宗的到来，我立
刻赶了回来。教宗独自一人离开
圣玛尔大之家后直接来到保禄
六世大厅，并挨桌问候了正在用
早餐的孩子们。他先与最小的孩
子们讲话，然后再跟小学生和中
学生交谈。他有兴趣知道他们正
在进行哪些活动，如何度过这一
天，是否感到高兴。”
丰塔纳神父接著表示，“孩子们
对教宗的到来都感到惊讶，全体
一片静默。我们做每天早上该做
的事，没有打乱活动顺序。教宗
本人也希望如此”。神父解释
道，“有3个孩子向教宗提出了我
们上周拟定的问题，因为我们本
打算写信给教宗。教宗一一回答
了这些问题。最后，他问候了所
有人，并向22位工作人员表示感
谢。教宗与我们合影后，就走回
圣玛尔大之家”。丰塔纳神父最
后表示，让他深受感动的是，孩
子们在教宗方济各身上看到了“
亲切、坦率和父性”的态度。

教宗三钟经：别对他人吹毛求疵
使徒的行动却要拯救恶人

教宗主持三钟经祈祷活
动。

圣座教义部公布指导手册
有关如何处理性侵案程序

教义部部长拉达里亚枢机。

教宗访问参加夏令营的儿童。

教宗在梵蒂冈骤然探访
参加夏令营活动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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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讯）在为防控新冠状
肺炎肆虐而实施行动管制令
多个月之后，甲柔教区的神
父 们 终 于 7 月 1 4 日 傍 晚 ， 在
避兰东的甲柔教区活动中心
举行了首次的聚会，参加为
期两天的神职人员退省，以
及 每 年 一 度 的 祝 圣 圣 油 弥
撒。
教会祝圣圣油是年度盛事，
只能由主教主持，目的之一
是让神父重申他们的晋铎誓
愿，为主及主的子民服务，
克尽职守；其二是要祝圣教
区全年使用的圣油。这些圣
油将用作新教友领洗，领坚

振及神父晋铎等圣秩圣事，
以及供祝圣新圣堂及为病人
傅油等圣事之用。
下 午 6 时 举 行 的 祝 圣 圣 油 弥
撒，是由博纳德主教主祭，
共祭的有教区副主教黄来发
和 弥 额 曼 纳 雅 金 ； 参 加 的
神父和执事们都遵守社交距
离，在场的还有荣休主教曾
顺祥与陈志音以及活动中心
的职员。
弥撒开始时，博纳德主教回
忆说，上次神职人员的聚会
是在马六甲的圣保禄山，为
启 动 甲 柔 教 区 于 2 0 2 2 年 的
5 0 周 年 金 禧 纪 念 。 而 这 次

藉由圣油弥撒而举行的首次
聚会，意义重大，因为这是
新的开始的召叫，通过圣油
弥撒开始了我们的新承诺。
这是宣布上主恩慈之年的降
临 。 （ 宣 布 上 主 恩 慈 之 年 -
路加福音 4：19）
主教在弥撒讲道时指出原本
在复活节之前就举行的圣油
弥撒，这次因为病毒大流行
而实行封闭，致迟至现在才
举行。现在教堂已可重开，
神 父 回 来 了 ， 弥 撒 也 可 举
行，并逐步恢复举行圣秩圣
事。
他说，这次的圣油弥撒特别

是属于神父对新时代，新基
督及新需求的新承担。他鼓
励神父去向子民宣扬上主对
我们人类的信德、爱德、和
望德是多么的伟大。而神父
们要成为信望爱三德的人，
因为那伟大的上主是在神父
的体内，而非在外。
在领圣体后，则举行祝圣圣
油。博纳德主教感谢上主的
赐予神父和他们的牧职，以
及赐予众教友，还有赐予即
将要庆祝金禧的教区。主教
也感谢神职人员和他共事，
照顾和为甲柔教区效劳。
这次的圣油弥撒也同时在线

上直播，让在家里的教友也
能够参与。音响工程师艾弗
弥额是最大的功臣，他赶工
把重要的电子线路做好，使
弥撒得以直播。

撰文：林秋婷
（怡保讯）圣米高堂 “Stay at 
Home 要理班”秉持让学生“多
学一句圣
言，多认识一个圣经故事”的理
念，于2020年7月12日的“圣经
主日”，
举办了一个居家讲圣经故事（小
学组）及制作圣言作品（中学
组）的活动。
此活动获得69名在籍幼儿园至中
学学生的热烈响应。学生们于居
家的环境，
在家人的陪伴下，以圣经为本，
用自己的“塔冷通” 呈现出别
具一格的作
品。其中包括了讲故事、海报、
手工、书签、唱歌、写文章。
在疫情下，学生们藉着这个活
动，加深了他们对圣经的认识。
他们中有的第
一次知道圣经是哪一本书、有的
第一次翻开圣经、有的第一次背
圣经故事、
有的第一次录视频、有的第一次
发挥天份制作圣言作品。就连主
办单位也是
第一次挑战线上筹备圣经活动。
主办单位从这些作品中选出了“
杰出作品”及“优胜作品” 以
鼓励学生们
在未来再接再厉，继续让圣经成
为他们生活的良伴，让圣言融入
每日的生活。
以下是被选出为“杰出作品”
及“优胜作品”的学生名单：
小学组
杰出作品：
黄杰杨（一年级）骆凯琪（二年
级）
刘恩瑜（三年级）潘嘉成（五年
级）

优胜作品： 
李骏扬（幼儿园）刘善翔（幼儿
园）
房悦晴（一年级）卢家健（二年
级）
钟文萱（二年级）骆凯莹（三年
级）
郭馨贻（四年级）卢家俊（五年
级）
林晓彤（六年级）
中学组
杰出作品：
黄祎玫 黄杰铭 郭汶迅  
优胜作品： 
郭芷银 钟依文 熊凯琳
叶靖蔚 许惠仪 张彤儿
吴家恒 林心仪 吴嘉伟
主办单位希望这颗在疫情中种下
的圣言种子，有一天能破土而
出，结出三十
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实。也
希望藉此增加学生们对教会的参
与感及归属
感，将来更勇于善用各自的塔冷
通做福传工作。在此也特别感激
天主的启发、
引领、陪伴及降福，让圣米高堂
[Stay at Home 要理班］的课程
及活动顺利
的进行。也希望这份信仰传承事
工早日重返轨道，让学生们能自
由地上主日
学及参与弥撒圣祭。

刘善财神父感言
每一年的圣经主日都是一个好机
会，让我们做一些有关圣经的活
动，来更认
识圣经，及让天主向我们说话。
今年因着新冠肺炎疫情，主日学
导师们邀请主日学孩子们，在各
自家中，利
用自己本身的才能和兴趣，并以
圣经为本来表演、画画、唱歌等
等。
当我看到这些作品时，我真的很
惊讶。因为孩子们实在是多才多
艺！这一次
更特别的是看到孩子们和父母亲
们一起参与这项活动，实在是一
个很好的亲
子交流！
我希望这不只是一年一次的活
动，而是藉着这活动让我们更认
识圣经，并渴
望每一天都藉着圣经聆听天主向
我们说话。
在此我想要谢谢所有主日学导师
们，家长们以爱来陪伴我们的孩
子们在信仰
中成长。大家加油哦！天主保
佑！

学生郭馨贻感言
通过讲圣经故事我发现其实还有
好多故事我还不知道。通过这次
机会我开始

搜索一些资料让我跟进一步的了
解天主，从中获取更多的知识。
学生骆凯琪感言
谢谢老师，策划组及所有单位举
办这个［Stay at Home要理班］
圣经讲故事
及制造圣言作品的活动。依靠天
主的名和家人的帮忙，我顺利完
成了简短的
圣经讲故事视频。希望日后还会
有这样的活动。

学生骆凯莹感言
很感谢老师，策划组及所有单位
举办及完成这个［Stay at Home 
要理班］
圣经讲故事及制造圣言作品的活
动。
一开始，我不知道怎样去完成这
个活动。幸好爸爸妈妈在身旁协
助我，也
靠天主的恩赐让我完成我的圣经
讲故事视频。如果以后还有类似
的活动，
我相信我一定会参与。

学生林心仪感言
每当我烦恼时，我会想起天主。
当我在选择歌曲的时候，我感觉
天主给了
我一个指示。我就选择了这首
歌"我不为明天忧虑"。

家长李锦鹏感言

我很开心看到我儿子能做到，也
给我多一点陪伴儿子的机会，他
也可以多
了解圣经。

家长邹艾薇感言
身为四个参与此活动孩子的家
长，我绝对认同此活动创造了让
孩子翻查圣经
的推动力。他们需要选择自己喜
欢，或有所感触的圣言，再和家
长讨论呈献
时技术上需要的援助。这无形中
增强了亲子关系（天父+我们，
父母+孩子）。

家长黎素蕙感言
<<踏出第一步，把结果交给主
>>。一开始只是抱着让孩子试
试看和学习的心态
让他们参与在家讲故事这个活
动。因为孩子和自己也没有参加
过类似活动的经
验，所以原本只是希望孩子可以
流畅地把圣经故事“诵读”出来
就好了。
圣经的故事有很多，孩子不知道
选哪一个故事。于是，我帮六岁
的儿子选了一
个最短的故事，九岁的女儿则选
了一个比较长的。选的时候也考
虑了故事的内
容是否适合他们。因为知道将会
反复练习，所以希望孩子们可以
慢慢熟悉这些
故事，同时更希望故事的真理可
以扎根在他们的心里。
感谢主，孩子乐意配合我的计
划。就这样在每一天的坚持中，
女儿越读越顺畅。
儿子虽然还不会认字，不过因为
他的故事比较短，在不断的重复
中，在天主的
恩宠中，让我觉得惊喜地，他竟
然可以把整个故事一字不漏地背
了出来。过后，
我们还加了一些动作去表达故事
的内容。录制的过程也是不断的
尝试，每个孩
子大概录了30多个视频吧，才录
到比较好的视频。

家长 Anita 感言
两兄弟的感情越来越好，弟弟不
会做故事哥哥愿意教弟弟做，也
让他们两
兄弟比较有信心，也好让他们越
来越爱天主教，每个星期六都会
自己自动
问我拿明天星期日online 弥撒的
link。

神职人员疫情后首次聚会
甲柔教区办祝圣圣油弥撒

圣米高堂圣经主日活动 
线上要理班惊喜连连

小学组和刘神父大合照。

博纳德主教在圣油弥撒上
讲道。

中学组和刘神父大合照。



马存国主教是在过去一个多月以来，第
三位被中国政府认可的地下主教。就职
礼由山西省爱国会主任、省教务委员会
副主任、太原教区孟宁友主教主持。马
存国主教宣誓时，没提及加入「独立教
会」。
罗马（亚洲新闻）- 中国山西省朔州教
区马存国主教，圣名保禄，一直获教廷
任命，现在亦得到中国政府正式认可。
他的就职礼于7月9日举行。
就职礼是地下教会的主教成为官方教会
成员而进行的仪式，当中需要读出「中
国天主教主教团」（该主教团不获教廷
认可，因为不包括地下主教）的《宣誓
词》。
宣读批准书后，马存国主教也宣读了其
誓言（见下文）。就职礼由山西省爱国
会主任、省教务委员会副主任、太原教
区孟宁友主教主持。随后的弥撒，由马
存国主教主祭。
自今年六月以来，马主教已是第三位获
得政府认可的非官方主教。之前，在6月
22日陕西省凤翔教区李会元主教 和6月9
日获认可的福建省福州教区林家善主教
（又名林佳善）先后就职。
朔州教区有上万名信徒、十二位神父和
多位修女。马主教于2004年（仅33岁）
由其前任主教雒隽主教祝圣为主教，他
一直都期望得到政府的认可。
在2018年9月，中国与梵蒂冈之间就主教
任命达成的《临时协议》促进了这些过

渡。
不过，福建省、浙江省、河南省、河北
省、广东省、黑龙江省内的「地下」教
区，神职人员和信众感到难以采取这一
步骤。首先，政府当局对非官方教会团
体的苛刻态度；其次，当局要求他们支
持「独立教会」，并禁止18岁以下的年
轻人接受信仰培育。
尽管梵蒂冈于2019年6月发出了《关于
中国神职人员民事登记的牧灵指导》文
件，似乎淡化了「独立教会」的概念，
但是对于许多信徒和主教来说，该文件
过于含糊。

在马存国主教的就职礼上，这种歧义也
很明显。据官方报导称，主教在誓言中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但是，马
主教的宣誓词没有包含这点，却说遵守
「从宗徒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同
时，他承诺「遵守国家宪法、法律，维
护祖国统一与社会和谐，爱国爱教」。
实际上，多年来，官方和地下天主教徒
一直表示他们是「好天主教徒」也是「
好公民」。
以下为马存国主教的《宣誓词》:
「我马存国，圣名保禄，仰赖天主上智
的安排，被委任为朔州教区主教，我自

感德才菲薄，不堪胜任，但既蒙主宠
召，自当谦恭领受。
我愿遵守天主诫命，恪尽主教牧职，忠
实宣讲福音，忠于至一、至圣、至公从
宗徒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致力建树基
督的奥体 -- 教会，为牧灵福传事业奉
献毕生力量。
我愿遵循圣伯多禄宗徒的训诲「你们要
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
带领本教区神长教友，遵守国家宪法、
法律，维护祖国统一与社会和谐，爱国
爱教，坚持我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为
实现中华民族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
量。
宣誓人：马存国
低调举行就职仪式
另据《中国天主教》网站消息，7月9日
上午，天主教朔州教区马存国主教举行
就职仪式。这是自中梵协议后，第五位
得到政府认可而公开就职的地下主教。
参加本次活动的有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
代表、省天主教“两会”和省内其他教
区代表，以及朔州教区教职人员、教友
共100余人。
据天亚社消息称，有关是否向教廷汇报
就职礼事宜，马主教对天亚社说，因为
还在疫情期间，具体事情他不清楚。他
又说，就职礼的日子和礼仪，也是由省
两会决定的，然后报到一会一团。天亚
社还报道称，就连在香港负责中国教会
事务的代办事前也不知道此事，他也是
看了有关报道才得知消息，「他得知消
息时感到惊讶，并表示没有从梵蒂冈那
边得到任何有关此事的资讯」。
马存国主教，山西朔州人，1971年1月出
生，毕业于山西天主教神哲学院，1996
年晋铎后一直在朔州教区服务，2004
年，他33岁时，获祝圣为朔州教区的助
理主教。2007年，朔州教区正权主教雒
隽于三月安息主怀，马主教自动继承朔
州正权主教一职。

（真理电台）本台台湾消息，台北总教
区于7月18日下午14时在辅仁大学中美
堂举行钟安住总主教就职大典。本次典
礼共有来自台湾各地的100多位神职人
员、400多位修女及近2000位教友参与。
另外，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也出席了
本次就职仪式。
在典礼开始前，台湾主教团秘书长陈科
神父为在场记者解释了钟总主教牧徽的
含义。在面对记者有关中梵关系对台湾
的影响的问题时，钟总主教表示，无论
中梵关系如何，教宗对台湾教会的关怀
从未改变。
典礼一开始，圣座驻华代办佳安道蒙席
及台北总教区主教座堂主任司铎黄斯胜
神父，分别以英文和中文宣读了教宗方
济各，任命台北总教区总主教及金门、
马祖宗座署理区宗座署理的诏书。宣读
后，钟总主教向全体信友展示了教宗的
诏书。随后，钟总主教由洪山川总主教
手中接过牧杖，正式就职台北总教区总
主教。
在就职大典的讲道中，钟安住总主教以
「请看我已来到，为承行祢的旨意」表
达他对接任台北总教区的决心。同时，
他强调，神职人员是主教最好的合作
者，因此他将着重神父的培育。另外，
他也重视青年的声音，并表示要为青年
开创奉献的舞台。与此同时，钟总主教
还在讲道中表示，促进家庭圣化工作也
是他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弥撒结束后，佳安道蒙席在致辞时表
示，教宗方济各期许钟安住总主教能够
宣扬福音、活出福音精神，并成为台北
总教区的好牧者。之后，台湾地区领导
人蔡英文上台发言，感谢前任总主教洪
山川对台湾社会的付出及在防疫期间所
做的贡献，并祝愿台湾教会在钟安住总
主教的带领下蓬勃发展。
在就职大典的尾声，钟安住总主教感谢
教宗的任命和所有参与典礼的人们及为

本次典礼服务的工作人员，并表示，圣
座荣休大使叶胜男总主教于7月19日代表
教宗方济各授予其羊毛肩带。最后，本
次就职大典在众人接受钟总主教的降福
中结束。
鍾安住總主教領受「羊毛肩帶」
7月19日是鍾安住總主教在台北總教區主
教座堂的首祭，感恩祭一開始，榮休教
廷大使葉勝男總主教代表教宗方濟各把
「羊毛肩帶」授予鍾安住總主教，作為
台北大總教區新的總主教。
鍾安住總主教在講道中表示，藉著教宗
頒賜給他「羊毛肩帶」所有教省的主
教、司鐸及子民齊聚在一起，藉此表達
與教宗共融合一，並竭力保持由宗徒傳
下來純正的教會信仰。
鍾安住總主教於一九五二年出生於台灣
雲林縣，八一年在台南教區晉鐸，後到
羅馬進修，取得倫理學博士學位。他於
二零零六年獲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任命
為台北總教區輔理主教，並在兩年後，
再獲任命為嘉義教區主教。

【天亞社．香港訊】由於新冠狀肺炎病毒
確診個案在香港再度持續激增，香港教區
為配合政府的緊急措施，再發出通告，必
須暫停舉行任何「公開」彌撒。
教區秘書長李亮神父於七月十四日發出有
關新牧民措施通告，指政府於未來兩周（
七月十五日至廿八日）恢復實施嚴格的防
疫措施，以盡量減低社區傳播的風險。
為了配合政府的有關措施，香港教區宗座
署理湯漢樞機也公布未來兩周的牧民措
施，包括所有堂區聖堂及轄下小堂，及其
他舉行主日或平日「公開」彌撒的地點，
必須暫停舉行任何「公開」彌撒，和其他
任何形式的團體宗教活動。
至於婚禮及殯葬禮，前者人數上限為二十
人，而且不得在婚禮中供應食物或飲品；
後者則不設人數上限。
從一月起，香港共錄得逾一千六百宗新冠
肺炎確診個案，有十宗死亡個案。
而在過去一周，每天平均有超過四十宗確
診個案的報告，十六日更新增了六十七
宗，創本港疫情以來單日新高。（近日来
确诊个案有所增加）
該六十七宗個案中，六十三宗屬於本地感
染，當中卅五宗源頭不明，以及四宗輸入

個案。
通告指，堂區及轄下小堂可繼續開放供教友
作私人祈禱或朝拜聖體，堂區亦可安排在每
日或指定時間內舉行，供個別教友參與，並
強調：「在聖堂或小堂個別地祈禱或朝拜聖
體的信友，不視為群組聚集，故此在人數中
沒有限制。」
但堂區必須為入教堂祈禱或朝拜聖體人士，
或參加婚禮或殯葬禮的信友或其他人士，採
取防疫措施，包括須一直佩戴口罩、量度體
溫、以消毒潔手液洗手，及在場人士彼此保
持最少一點五米的社交距離。
至於參與主日彌撒，教友可採用觀看任何網
上直播或重溫的主日彌撒，教友亦可反省主
日彌撒經文、閱讀聖經或誦念玫瑰經。
教區鼓勵教友可善用網上服務，例如網上平
日彌撒、信仰培育資訊及其他神業，如晨
禱、玫瑰經、三鐘經等。
教區提醒，若堂區早前已安排在未來兩周
內舉行成人入門聖事、嬰兒洗禮，以及成
人及兒童領受堅振聖事，應另訂日期舉
行。
而在各教區部門及堂區維持必要的服務及
運作的大前提下，主管或主任司鐸可准許
員工安排彈性上下班時間。 

山西朔州地下主教马存国
获政府认可举行就职礼

钟安住总主教就职大典表示
教宗对台教会关怀未改变

香港爆发第三波肺炎疫情
教区再次暂停公开弥撒

香港无染原罪主教座堂外观。

参加马主教就职仪式神职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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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安住总主教正式就职。

山西省朔州马
存国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