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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随
着我国政府宣布实施一项行
动管制令，对全体人民 下达
行动与活动的多种限制，藉
以防控新冠状肺炎疫情的进
一步扩散。管制措施已由3月
18日开始，至31日为止，为
期两周。
为因应新的局势，吉隆坡总
教区廖炳坚总主教于3月17日
发出新的牧函，对总教区的
牧民关怀作出新的指南。它
除将暂停所有周末及周日公
共弥撒、聚会、会议，教理
班及成人慕道班的期限，延
长至3月31日外，且因此次危
机的发展尚有待政府当局作
出新的决策，致对教会的圣
周庆祝，以及复活节（成人
入门圣事）的庆典也加入了
变数，有待届时当局的更进
一步的指示而定。

总主教宣布的额外措施如
下：

a. 所有教堂及小堂将关
闭，以遵照MCO的命令。
b. 教友可以在家里参加线
上直播的弥撒，同时在此
期间内，也请你们继续作
神领圣体。
c. 所有神父受请奉献他们
私下举行的弥撒。
d. 在受管制期间内，总
教区及各堂区的办事处将
关闭，但各堂区为应付紧
急牧民照顾与支援，须安
排紧急的电话热线。总教
区及堂区职员需在家里工
作。
e. 为办和好圣事（告解）
，为病人傅油以及领圣
体，只适用于严重的情
况。请与堂区的紧急热线
联络，并提供详情。对于

非严重情况的行动不良者
领圣体要求，应展延至受
管制期之后。
f. 已经定期在管制期间
内，以及随后的4及5月内
结婚的情侣，请联络你们
的堂区神父，讨论你们的
计划，以应对MCO的管
制。
g. 殡葬及利用教堂善终
室，将须严厉遵守卫生

部 及 教
会 当 局
发 出 的
指 南 和
限 制 。
请 联 络
堂 区 神
父 ， 获
知 详

情。
h. 我们呼吁所有基信团
动员他们的资源，并与他
们各自堂区全人发展局合
作，去援助及照顾脆弱
者，年老者及病患者，独
居者以及在财务上受到此
次危机影响，还有那些站
在抗疫前线，提供卫生照
顾者的家属。
i. 成人慕道班甄选礼的准备
和举行，目前已告展延。
j. 原定于2020年3月31日举
行的圣油弥撒将取消。我
们将评估局势的发展，以
决定是否有需要展延至另
一个日期。有关圣周的庆
祝，复活节（入门圣事）
的庆典，将须视此次危机
的发展以及民事当局更进
一步的指示而定。

梵蒂冈发出复活庆典指南

另一方面，为因应疫情大流
行的影响，主持礼仪的梵蒂
冈部门已为主教及神父发出
庆祝圣周，逾越节三日庆以
及复活节礼仪的指南。
梵蒂冈建议，主教应将可以
展期的礼仪加以展延。至于
不能展期的庆典如复活节，
神父与主教则可在已经暂停
公开礼仪的场所举行。
有关的指示说，在民事及
教 会 当 局 设 有 限 制 的 地
方，主教与主教会议互相
同意的，则可在没有教友
的出席下，在主教座堂奉
献逾越节三日庆礼仪；而
教区的神父则可以在他们
的堂区举行礼仪。
至于圣周四庆祝上主的晚
餐，司铎可以在没有众人
的参与下，在适当的地方
举行弥撒圣祭；而属于选
择性的濯足礼应予免除。
周五的耶稣受难节礼仪应
在主教座堂或堂区的教堂
举行，普世的祈祷意向应
包括为病人，已亡者以及
失落和 诅丧者。

（布城讯）警方将在全国
展开执法行动，逮捕其余
约3800被鉴定于上个月杪
出席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
宣教集会，但尚未进行新

冠 肺 炎 测
的人士。
国 防 部 高
级 部 长 依
斯 迈 沙 比
里 指 出 ，

警方已有完整的出席者名
单 ， 逾 3 8 0 0 人 除 大 马 人
外，同时包括罗兴亚人及
非法入境者。

他说，“虽然没有护照，
但他们无需害怕前往医院
接受检测，重要的是他们
获救。”
依斯迈沙比里劝请那些出
席者在警方前往他们的住
所之前，出来接受检测。
至今，在14宗新冠病毒死
亡个案当中，有8宗来自清
真寺宣教集会感染群。

另一方面，联邦直辖区部
长安努亚慕沙揭露，7间尚
未登记的宗教学校及数间
宗教中心，曾参与在大城
堡举行的宗教集会，并呼
吁即刻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他促请，所有曾经参与在
大城堡举行的宗教集会人
士，自愿前来进行检测。
 “如果他们拒绝自愿前来

进行检测，我们会去找他
们，并提供援助。”
安努亚慕沙是在出席国家
安全理事会会议后，在新
闻发布会上发表谈话。
大城堡清真寺宣教集会在
2月27日至3月1日期间举
行，并吸引约1万6000人出
席，包括来自汶莱、新加
坡、泰国和印尼的出席者。

（布城讯）随着大马新冠状
肺炎疫情进入“遏止阶段”
，首相慕尤丁3月16日晚宣
布，从18日开始至月底，禁
止国内所有公众集会，同时
禁止国人与外国人出入境。
他表示，目前的疫情需要政
府采取更剧烈的行动，以便
可以尽速恢复情况。
3月23日，随着疫情的进一
步蔓延，首相指出，国家安
全理事会监督每天的情况，
至于会否延长，该理事会将
在行动管制令结束时，即3
月31日之前召开会议决定。
届时决定应否延长一或二星
期。
慕尤丁再次促请民众，在行
动管制令期间留在家中。国
家安全理事会将监督情况，
如果卫生部在国家理事会的
协助后所执行的措施，让新
冠肺炎疫情的情况逐渐好
转，就意味著行动管制令奏

效。
他指出，根据警方和武装部
队向他的汇报，目前已有
近90%的国人遵守行动管制
令。
“民众遵守行动管制令的成
效也越来越好，如果可以，

我希望能达到100%遵守。”
较早前，慕尤丁宣布政府从
3月18日至31日之间推行多
项重要防疫措施。大马全国
范围将实施限制群众集会和
游行禁令，包括宗教活动、
运动、社交和文化活动。

为了实施这项禁令，所有宗
教场所及商业单位必须关
闭，除了超级市场、巴刹、
杂货店和出售日常用品的便
利商店。

慕尤丁补充，所有在清真寺
和祈祷室（surau）的宗教活
动，包括周五午间祈祷都必
须展延。这是依据伊斯兰教
义协调委员会在3月15日的
会议决定。

慕尤丁也宣布，政府全面限
制大马公民出境，而任何返
国的大马人，都必须接受健
康检查以及自行居家隔离14
天。至于外国游客与旅客，
则限制入境大马。
他表示，政府是在《1988年
传染病防治法令》及《1967
年警察法令》下落实此行动
管制令令。
3月18日，首相丹斯里慕尤
丁促请人民在行动管制期间
留在家，与家人相处，远离
2019冠状病病毒，如果这两
个星期无法阻断病毒蔓延，
政府或许可能再延长管制
期。
他是第二次计针对冠病疫
情，发表全囯电视讲话时强
调，行动管制不是让人民回
乡、购物、公园、到访旅游
胜地，而是为了让大家留在
家里，保护家人和本身。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主教
廖炳坚于3月19日，徇神父
与教友的要求，对政府目前
为防控新冠状肺炎实施的行
动管制令期间，教会如何处
理教友的婚礼与殡葬仪式问
题，作出了新的指南。

总主教发出的殡葬安排新指
南如下：
A. 不论在善终室或住家
中，不得作为期7天的公开
追思祈祷。丧家可以举行他
们私人的祈祷，堂区可以为

其家属准备祈祷书。丧家可
以接受访客到来作简短的吊
唁。
B. 由于公开弥撒已经暂
停，殡葬礼仪只能在家里或
善终室举行。届时不会有弥
撒或领圣体。根据国家安全
理事会与卫生部的指示，参
加者仅限于近亲。因管制令
的禁止，丧礼不能使用教
堂。
C. 其他公共卫生措施（如
社交距离等）必须遵守。

D. 所有来宾与家属成员都
必须登记。他们的资料应包
括姓名，电话号码，日期及
时间。此举是旨在必要时，
有助于当局的联系追查。

行动管制令期间的婚礼新指
南：
1. 鼓励情侣将婚期展延至较
后的日子。如果情侣坚持要
行婚礼，下列准则必须严格
遵守。
2. 由于公开弥撒的暂停举

行，婚礼将只是一种礼仪
service，没有领圣体（即使
男女双方皆是天主教徒）。
3. 参加婚礼的仅限于最接近
的家庭与亲戚成员，人数不
能超过50位，越少越好。
4. 座位方面，参加者之间须
保持安全的距离。
5. 所有来宾与家属成员都
须登记。他们的资料应包括
姓名，电话号码，日期及时
间。此举是旨在必要时，有
助于当局的联系追查。

隆总教区宣布新措施防疫
圣周复活节庆典或受影响

参加宣教集会未检测
警方展开逮捕三千人

首相宣布行动管制令 
月底前检讨是否延长

军人设路障检查车辆。首相慕尤丁宣布管制措施。

吉隆坡总主教廖炳坚。

吉隆坡总教区发出

殡葬与婚礼新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