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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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常年期第十一主日
（则17,22-24；格后5,6-10；谷4,26-34）
今天的弥撒给我们的教导是信心和勇敢。三
篇读经都以此为目标。福音告诉我们天国是
一个力量，它以势不可挡的劲力，穿过一切
困难和各种情况向前进。第一篇读经选自厄
则克耳先知书，所谈的也是一个非凡的成
长。第二篇读经中，保禄宣称他满怀信心，
并本着这信心继续努力讨天主的喜悦。
我们要欣然接受今天弥撒给我们的这个信
心教导，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常遇到一些痛苦和受人仇视的情
况，因而发生信心危机，悲观失望。在这样
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新鼓起勇气来，确知
天主的力量强于一切，我们在内心深处也感
觉到天主那无比美妙的力量。
厄则克耳先知在以色列民处于流亡的严峻考
验时向他们说话。这处境很可能会令他们丧
失希望，而先知的神谕则要在他们中间激起
极大的信心。
先知的神谕让人看到一个景象：天主栽下一
枝幼嫩的枝芽，这枝芽却长成了一棵高大的
香柏树，「各种飞鸟要栖在它下，栖在它
枝叶的荫影之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对比
啊！小小的枝条，那么地不受重视，却变成
了巨大的香柏树，令许许多多的飞鸟都可以
栖息在其下。
先知于是说了圣经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

就是：天主贬抑傲慢的人而抬举卑微的人。
天主在这个神谕中这样说：「田野间的一切
树木都承认我是上主，都知道我曾使高大的
树矮小，使矮小的树高大，使绿树枯萎，使
枯木发绿。」
天主将原来的状况反转过来。凡信赖祂的
人，定能克胜一切悬殊、困难、痛苦。但他
必须谦逊且顺从天主。谁若以为可以凭自己
的力量骄傲地达到一个大目标，他一定不能
成功，他一定会遇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
相反，谁若信赖天主，便能克服一切困难而
终于得胜。
福音向我们展示了耶稣所说的几个比喻。耶
稣喜欢用比喻，把天国与现实生活中的事
物，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事物相比。祂把天国
比作撒在地里的一粒种子。种子本身并不重
要，它微小，像一粒小石子。虽然如此，它
却具有极大的生命力，这是石子所没有的。
耶稣告诉祂的听众，不论撒种的人是睡觉或
是起来，种子都会发芽生长。至于为什么，
那人却不知道。种子具有一个生命力；它有
力量排除障碍，像一棵植物即使在最恶劣的
土壤中也能扎根。
因此，我们必须信赖天主圣言和天主恩宠的
力量。天主将祂圣言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土地
也就是我们的生存中。我们可以安心，确知
无论在任何情况，即使是最艰难的情况中，
这种子都要结出果实。

随后，耶稣又说了另一个比喻，来说明原来
卑微的却变成巨大的。祂把天国比作一粒芥
菜籽。它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但是，一旦
撒在土里，它生长起来比一切蔬菜都大，连
天上的飞鸟也能栖息在它的荫下。从这个
比喻，我们看到原是卑微后来变成巨大的
对比。教会在开始时有如一粒非常微小的种
子，一粒芥菜籽。在耶稣死后，好像一切都
烟消灰灭，一切都变得徒劳了。然而，事实
并非如此，教会虽经历了千万种艰难处境和
破坏，却能不断成长茁壮，这因为在它内有
天主圣言和恩宠的力量。
我们知道，教会一开始便必须面对重重迫
害。保禄在犹大和经过的许多其他地方，
撒下了好种子，但不多久，迫害便来到。
这样的仇视和反对不断加剧，而在第一、
二个世纪，教会更受到有系统的迫害，虽
然处境如此艰难险恶，教会却成长了；
两个世纪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承认了教
会，这样，教会便得以更自由地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知道我们是教
会的一部分，我们拥有这样的生命力，可
以克服生命中的一切困难。保禄问：「谁
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随后，他列
出所可以想像到的最大的障碍：「困苦、
窘迫、迫害、饥饿、赤贫、危险、刀剑」
然后结论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
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罗8，35-

37）
因此，基督的爱是我们得以在一切事上大
获全胜的秘诀。天主的圣言具有无比的力
量，因为祂的圣言表达了耶稣的爱，表达
了耶稣所揭示的天主的爱。天主恩宠的力
量就是基督的爱的力量。
保禄一向信心十足，这我们从第二篇读经
中可以看到。即使面对死亡，他也毫不消
极悲观，反而态度积极。他强调，死亡是
到天主那里的必然途径。他这样说：「我
们几时住在这肉身内，就是与主远离。」
尘世上的生活令我们不能与主完美契合，
我们必须经过死亡才能与主永远完全契
合。保禄说：「我们现今只是凭信德往
来，并非凭目睹。」如今我们正朝着目睹
的方向而行，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乐观地
前进。
保禄随后说：「我们更情愿出离肉身，与
主同住。」这位宗徒毫不犹豫地说情愿死
去以能够与主同住，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
肩负的传教使命，因此，他愿意延长在世
上的日子。
我们在尘世上应该努力讨天主喜悦，否则
便无法到祂那里去。如果我们在一切事上
竭力讨天主喜悦，顺从祂的爱的旨意，那
么，我们也会越来越乐观。
保禄提醒我们，众人都要到基督的审判台
前。他的话令我们感到自己对所做的一切
事需要负责。在我们的一生中应该常有这
样的责任感，同时也确知天主会以最有效
的方式来协助我们。这样，我们便能够达
到那在等候我们的美好目标，就是，与基
督在永恒生命中，也就是在与天主一起的
爱的生命中建立永不中断的关系。

作者：阿尔贝．范诺怡
耶稣会枢机主教

耶稣圣心串经
十字架（1）：
吾主耶稣基督，
恳求你神圣的灵魂保佑我，
至圣之心拯救我，
圣伤之血洁净我，
恳求你的苦难及圣死坚强鼓励我；
愿仁慈之主，
求你俯允我的祈祷，不要离弃我，
不要也排拒我，拯救我于诸仇恶，
我所有的亲友恩人，
也求主赐予圣宠神佑，能改邪归正，
等到死后，使我们能得见天主的光荣，
与天上的天使及圣人圣女，
共享永乐直到永远。阿们！
大珠（2）：
良善心谦的耶稣，
恳求你使我们的心，
与你的心相结合。
小珠（3）：
耶稣至圣之心，我们敬爱你。
每个端小珠后（4）：
玛利亚无玷圣心，我们的希望。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6.4. 

旧约的故事，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人

的生命总是那么真实的面对着痛苦，
面对着不知所措，却也在这样的生活
中，找到了信仰的真谛。这就成为了
后来，圣人在他们的身上找到了所谓
属灵的生命，一种所谓的人需要的信
靠和盼望，人无法避免苦难，或许有
许多无法理解的，心情的抱怨，但是
最后却不能失去天主，因为他们都见
证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转向天主时，
才发现了转向是，就是恩宠的开始，
走入黑暗的生命，带来一丝光明，化
成一缕智慧。
托彼特突然的盲目，在新约里，首先
有匝加利亚，后有保禄。眼睛被蒙蔽
了，不管是生下来，或是后来的意外
所造成的，这些对肉体而言，都是一
种肉性和灵性生命的撞击。这就意味
着，我们的生命，如果能体会到肉体
的有限的人，才能意识到灵魂坚强，
属于神的天主性的重要。也由此，开
始展开一系列和主相知，相识和相遇
的经验。所以大德兰才说：能在苦难
中，和魔鬼的交战中的生命，才能辨
认自己的信德是否是真的。
匝加利用相信了，保禄也相信了，我
相信托彼特也悔改了，相信前，我们
悔改了吗？如果没有悔改的相信，不

要相信那是真的悔改，那种皈依，
不算是真正的皈依。我们有多少人成
为基督徒不是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
过，而在悔改中领受信仰，而是有
着别的目的，这样的皈依，依然是盲
目的，恩宠还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生
命。
没有悔改，经历过考研的信仰的灵
魂，是不会赞美天主的，是不会感
恩，是不会刚毅和坚强的接受生命的
黑暗和十字架。
这些经师们，看见了这样不一样的耶
稣基督，也看到了这么多的记号，那
是属于默西亚的记号，连达味也预言
了将有一位他也一样敬畏的主将降临
人间。不信，另一层意思就是“看不
见，虽然眼睛是张开的”， 相信的意
思就是“看见了，即使眼睛是看不见
的”。
没有经过在耶稣内信德的考验，就好
比经师们一样，是无法辨出真正的默
西亚。除非愿意借着基督的生命来走
一趟自己的生命。从芥子般的信德开
始是需要的，也就是这小小的信德开
始，才可能抽丝剥茧，让自己灵魂的
眼睛被打开。信德有了，心开了，眼
睛也看见了。

天主的国好像一粒芥子
原来卑微的却变成巨大

6月敬礼耶稣圣心月，
提供一种敬礼耶稣圣心的方式

6月11日耶稣圣心节
■文／曾庆导神父（小德兰福传之友指导神师）
读经一：欧瑟亚先知书 11：1-4，8-9
答唱咏：依撒意亚先知书12：3，2-6
读经二：圣保禄宗徒致厄弗所人书 3：8-12，14-19
福 音：圣若望福音 19：32-37
大概在每一个民族文化里，「心」这个字都表达了「
爱」！之前，听一位到中国传教的修女说，中国人用
「心」这个字表达最深的爱的讲法很多，例如：「我
把心掏给你」，「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心肝宝
贝」等等。天主是我们的慈父慈母，祂不单在爱中创
造了我们，更为了我们获得救恩的生命而牺 牲自己在
十字架上，祂的肋旁被刺穿，真是把心掏了给我们！
天主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却为了我们卑微的世人而
屈尊就卑，降生成人，替人赎罪。这是怎样的一个
不可思议的爱啊！我们罪人并不是因为可爱而被爱。 
「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祂爱了我
们。 」（若一4：10）我们怎样才能够像圣保禄宗徒
说的，理解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天主就是「
爱」──无限的爱！
但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世人竟会拒绝天主的爱，
从满足人灵的天主的爱那里出走，而从短暂易逝且终
将导致幻灭的虚假「爱情」中求取满足。然而，我们
的心除非在天主内，否则，一定会永远动荡不安的。
圣女小德兰说：「啊，天主！祢的爱情是不是遭人摒
弃而郁卒于心？ 」我想是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
爱人如此「疯狂」，自己无限富足的天主，居然在十
字架上说出：「我渴！ 」（若19：28）衪居然渴望我
们人类能够回爱！
我们教友要更努力地让人认识这爱的天主，认识这把
心掏出来给我们的主耶稣，让「爱」被爱，以爱还
爱！我们更要努力地帮耶稣投火于地，使世界 都燃烧
起基督的熊熊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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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在
6月9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
讲授中，继续讲解“祈祷”的
主题。教宗特别指出，“恒心祈
祷”是天父对我们的邀请，是圣
经的命令；工作和祈祷是相辅相
成的；在信德、生活和祈祷的这
种周而复始中，天主期望我们每
一位都燃烧著基督徒爱的火焰。
教宗开宗明义地讲要“恒心祈
祷”。教宗表示，“恒心祈祷”
是一个邀请，是来自圣经的命令
（嘱托）。基督宗教灵修经典
之作《俄罗斯朝圣者精神之旅》
在开篇时就引用圣保禄致《得撒
洛尼前书》的一句话：“不断祈
祷，事事感谢。（参阅五17-18
）”教宗说：“事实上，人的呼
吸从来不会停止，当我们睡眠的
时候也是如此；祈祷是生命的呼
吸。”

“那么怎么可能一直保持祈祷的
状态呢？《天主教教理》给了我
们最美好的引述，隐修士彭迪古
（Evagrio Pontico）肯定地说：
我们没有受命不断工作、惊醒和
守斋，但根据规定，我们要不断

祈祷。（参阅《天主教教理》第
2742号）”“因此，在基督徒的
生命中有一个火焰，绝不会熄
灭。这有点像古时圣殿中保存
的圣火，不停地燃烧，司祭的职
责是加添燃料。”教宗说：“

请看，在我们的内心也该有这圣
火，它持续燃烧著，没有什么东
西能让它熄灭。”
接著，教宗继续引用《天主教教
理》的内容，金口圣若望讲道，
即使“走在街市或独自散步时，
在商店中，在买、卖时，甚至在
厨房作饭时，都可以经常而热心
地祈祷”（参阅《天主教教理》
第2743号）。教宗说：“因此，
祈祷是一种音乐的五线谱，我们
在这五线谱上安排我们的生活旋
律。它与日常的繁忙并不冲突，
不与许多该做的小事和约会相矛
盾，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让每一
个行动在祈祷中找到其意义、原
因及平静。”
教宗解释道：“当然，将这些原
则付诸行动并不容易。所以，让
我们好好思慕天主、我们的在天
大父，祂照顾整个世界，记著我

们每一个人。因此，我们要永远
记住祂。”
随后，教宗表示：“在基督徒隐
修生活中，工作一直受到极大的
推崇，它不仅是为了自己和他人
养家糊口的道德责任，也是为了
一种内在的平衡。工作帮助我们
与现实联系。”
“在人类的生活中，一切都是‘
二元’的：我们的身体是匀称
的，我们有两只手臂、两个眼
睛、两只手等，所以工作和祈祷
是相辅相成的。祈祷处于工作活
泼的基础中，只专注于工作而没
有时间祈祷是缺乏人性的。”
教宗继续解释道：“与此同
时，与生活格格不入的祈祷也
是不健康的。我们记得，耶稣
在大博尔山上给门徒们显圣容
之后，不愿延长那欣喜若狂的
时刻，而是和他们一起下山，
继续日常的生活，那些经验应
作为他们信德的光和力量存留
在心中”
最后，教宗说：“因此，把时
间献于天主使信德活泼，并帮
助我们实际的生活，而信德反
过来又不间断地滋养祈祷。在
信德、生活和祈祷的这种周而
复始中，天主期望我们每一位
都燃烧著基督徒爱的火焰。”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6月6
日主日下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基
督圣体圣血节大礼弥撒，因现时采
行的防疫措施，参加的信友有限而
且未能像往年那样举行圣体游行。
当天的弥撒福音记述耶稣打发门徒
去预备吃逾越节晚餐的地方，教
宗详细论述了这段福音中的3个图
像：宽大楼厅、拿著水罐的人和耶
稣掰饼（谷十四12-16；22-26）。
教宗首先表示，“教会必须是个宽
大楼厅”。天主的临在如此谦卑、
隐秘，“需要有一颗预备好、警醒
及好客的心，才能认出祂的临在”
。若我们的心好似一个橱柜，“以
遗憾的心情存放著陈年往事”，或
好似一层阁楼，“把我们许久前的
热忱和梦想收藏起来”，或更好似
一个狭窄和阴暗的房间，“只有我
们自己、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辛酸
活在其内”，这样则将“无法认出
天主无声和谦卑的临在”。

教宗问道，“当有人带著创伤、错
误和生命的不同路程走近时，教会
能否是一个接纳他的宽大楼厅，并
将他引向与基督相遇的喜乐？”教
宗接著说：“圣体圣事就是要滋养
在行程中感到疲累和饥饿的人，
我们切莫忘记这点！完美和纯净人
的教会是一个容不下任何一个人的
房间；敞开门户、围绕著基督欢庆
的教会则是人人都能进入的宽大楼
厅。”
福音的另一个图像是“拿著水罐
的人”。耶稣嘱咐被派往城里的
门徒们“跟著他去”，因为那个人
会带他们到预备庆祝逾越节晚餐的
地方。教宗说，这个“无名者”
成了“门徒们的向导”，而他的水
罐则是“识别的标记”，这让人
想到“饥渴的人类”，他们总是寻
找“能解渴和获得新生的水泉”。
“我们每个人都手持一个水罐走在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众人、我们每

个人都渴望爱、喜乐，以及在更有
人性的世界上度一种有所成就的
生活。对这个渴望，俗世事物的水
派不上用场，因为这是一种更为
深切的渴望，唯有天主才能予以满
足。”
因此，为庆祝感恩圣事就需要认出
这种“对天主的饥渴”。即是说，
必须感受到“需要天主”，“意识
到我们单靠自己无法做到，我们需
要永恒生命的‘食粮’和‘饮料’
来支持我们的行程”。然而，“渴
望经常被扑灭，这是今天的悲剧”
，“天主不再有吸引力，因为我们
不再感受到我们深切的渴望”。
教宗强调，对天主的饥渴“将我
们带到祭台前”，若没有这种饥
渴，“我们的庆典就成了干枯的”
。“即使是教会，不能只依靠通常
聚集在一起的小团体来庆祝感恩圣
事；我们必须“往城里去”，接触
人群，学习识别和唤醒人们对天主

的渴望和对福音的需求”。
弥撒福音的第三个图像是“耶稣掰
饼”。教宗表示，这是个“卓越的
感恩圣事的举动，和识别我们信仰
的举动”，同时也是“激动人心的
举动”，因为直到那时都是将羔羊
宰杀作为献给天主的祭品，“现在
耶稣自己成了羔羊，为赐予我们生
命而奉献自己”。“上主不折损任
何人，而是施与自己；上主不要求
牺牲，却牺牲自己；上主什么也不
索求，却赐予一切”。
我们也应邀为庆祝感恩圣事而活出
这个“爱”，因为“如果我们的心
向弟兄关闭，我们就不能掰开主日
的饼。如果我们不给予饥饿者食

粮，我们就不能食用这饼。如果
我们不分担需要帮助者的痛苦，我
们就不能分享这饼”。在一切终结
时，“即使在我们隆重的感恩礼仪
结束后，只有爱将存留下来。从现
在起，我们只有接受转变，为他人
成为掰开的饼，我们的感恩圣事才
能转变世界”。
基督圣体圣血节礼仪结束时，教
宗勉励众基督徒成为“一个拿著水
罐、唤起渴望和送去水的教会”。
他说：“我们要在爱中敞开心门，
成为宽敞和好客的楼厅，让众人都
能进入与上主相遇。我们要在怜悯
和关怀中分施我们的生命，让世界
透过我们看到天主圣爱的伟大。”

教宗公开接见：恒心祈祷是天
父的邀请和圣经的命令

（梵蒂冈新闻网）衪借著创造力
和勇气，让我们成为“重建的一
代”。“恢复我们所破坏的自
然”，其实首先就是要重建“我
们人类自己”。这是教宗方济各
在为6月5日世界环境日，联合国
启动“恢复生态系统十年”活动
发表的讯息所表示的。圣座国务
卿帕罗林枢机在一段视频中宣读
了教宗的讯息。
教宗首先表示，“我们恢复生态

系统的时间不多了”，因此，通
过加倍努力扭转被剥削太久的生
态系统而导致的退化作出十年的
努力。教宗强调，有必要“互
相照顾，照顾我们当中最脆弱的
人”。然而，“不义与草率”却
继续走在毁灭人类与自然的道路
上”。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要
有一个负责任的良心。
因此，有必要“紧急”行动起
来，好能成为对子孙后代越来越

负责任的管理者：正如圣经中所
提醒的，我们都是“创造这个礼
物”的一部分。
接著，教宗讲道，环顾四周，实
际上，人们看到危机带来危机，
大自然被破坏，也看到“一场导
致数百万人死亡的疫情大流行”
。但还有我们当前经济体系的某
些方面造成的不公正后果和许
多灾难性气候危机，“这些危机
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甚
至导致很多物种大规模灭绝”。
有“许多”推动人类采取紧急措
施的“警告”，在这些“警告”
中，有“新冠疫情和全球变暖”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发展
模式，要强调的重点是“生态系
统的退化是经济系统运作不灵的
明显后果”。
最后，教宗指出，尽管存在著忧
虑，但仍有希望。技术可以导向
更健康的进步；国家、政府机搆
和公民团体共同参与作出新的承
诺，推动整体生态。在讯息的最
后，教宗发出呼吁，期望所有人
对人类自己、我们的近人、受造
物和造物主负起责任来。

教宗方济各 : 恢复受损的
自然就是拯救人类自己

教宗方济各主持6月9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VATICAN MEDIA)

图片说明：印度尼西亚美丽的湖泊 

梵蒂冈新闻网）叙利亚经济危机带来
一片混乱。为获得食物，“许多家庭
要日夜排长队”。这是大马士革马龙
尼礼总主教纳萨尔（Samir Nassar）
日前向宗座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讲述
已成为“正常的”混乱场面时所描述
的。总主教也特别提到国际制裁带来
的困难。
关于国际制裁，意大利援助苦难
教会主任蒙泰杜罗（Alessandro 
Monteduro）向本新闻网指出，对叙
利亚的制裁最终打击的是无辜的人，
即平民百姓。他说，“今天，国际经
济制裁对叙利亚民众来说是新的战
线。实际上，这不是今天才有的新战
线，而是在多年前就存在。我们已
经到了需要国际社会动员起来的时候
了”。此外，也需要催促银行系统能
及时恢复汇款，比如，援助苦难教会
向教区汇款，多年来，这些教区在援
助受苦的团体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蒙泰杜罗接著表示，“现今，欧洲和
美国的银行代码都冻结了对叙利亚和

其城市的资金转移。事实上，同样的
问题也在货物进口中出现。所以，我
们不仅要帮助一个没有办法看到重建
的叙利亚，这也因为有些地区仍有冲
突。但是，我们甚至要看见一个无法
满足最低限度的人道需求的国家”。
援助苦难教会在为叙利亚提供援
助方面也遇到困难和阻碍。蒙泰
杜罗对此表示，“几个月以来，
援助苦难教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甚至是在资金转移方面，这些资
金来自许多捐助者的爱德行动。
我们的合作者是主教、教区和堂
区”。蒙泰杜罗说，这些主教被
迫忍受通过多种语言程序的极大
困难，这些程序令官僚制度越
来越繁琐。国际上有禁运，可是
无论哪个禁运都列出了出于人道
原因的例外规定。在叙利亚，
这些例外规定没有被遵守。多年
来，“我们一直在指责此事。现
在是国际社会为民众著想的时候
了”。

援助苦难教会：制裁叙利亚，
最终打击的是叙利亚民众

教宗主持基督圣体圣血节礼仪：
教会是接纳众人的宽大楼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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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讯）五大宗教谘询理事
会（MCCBCHST）呼吁国家团结部
取消非穆斯林宗教场所向社团注册局
和该部登记的要求，以作为对其宗教
场所进行维修、维护及紧急工程申请
财政援助的条件。
该会今日发文告期望国家团结部能遵
循其他政府部门的做法，承认宗教组
织负责人的支持信函，而非在社团注
册局注册，因为在该部和社团注册局
注册的要求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该会欢迎国家团结部在2021年5月10日
宣布为非穆斯林宗教场所提供相关财
政援助的信函，但需向该部和社团注
册局注册的两个先决条件作为申请的
方式是令人担忧的。

配合2021年圣安纳主保庆典推出：「你好，请为
我代祷」

代祷热线已从6月1日开始，并将维持至8月1日，
为期两个月。

热线总共有三个的开放时段：早上9点至中午12
点，下午3点至傍晚6点，以及晚上8点至9点。提供
媒介语言：华语，国语，淡米尔语和英语。

如果您需要人和您一起祈禱，请在指定的时间打
电话与您所选的主教，神父，修女或者神职人员陪
伴您，一同祈祷。

衷心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藉此方式在疫情期间以
及刚落实的全面封锁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满满的
平安喜乐。

圣安纳！请为我们祈祷。
文章来源 ：大山脚圣安纳圣殿

你好，请为我祈
祷 - 线上代祷目前，在全球仍在面对新冠疫情-19 

大流行的肆虐。 唯一的关键方式来
预防病毒的传播，就是每个人都要履
行公民的责任，注册接种疫苗以建立
群体免疫。
在社交媒体有些报道有关疫苗接种的
负面讯息，导致了人们对疫苗接种有
很多恐惧和焦虑，尤其对疫苗接种后
的副作用和效果。特别是在网络媒体

中传播的错误信息。
正确的讯息来源可以游览官方网站
获得，例如科学、工艺与革新部
(MOSTI)  和 MOH 的马来西亚新冠
疫情-19 疫苗网站 www.vaksincovid.
gov.my  和世界卫生组织 www.
covid19.who.int。联合国鼓励我们可
以通过此网站：www.shareverified.
com去检查我们所分享的讯息的可靠

性和准确性。
我们已有教区兄弟姐妹、神职人员和
修士，修女们都接种了疫苗。他们的
经历和分享可以给于我们动力和启发
的。
让我们坚定不移地祈祷，好让这场疫
情离开并结束，因为“如果我们因圣
神生活，就应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
事。”（迦拉达书5:25）。
保护自己，保护大家。
Lindung Diri, Lindung Semua
作者：黄群雄教授

大松了口气。现在
我觉得很安全。我
相信我不会独自
死去。我不会死
于 COVID-19。
好好祈祷，好好锻
炼，好好吃，每天
快乐地生活。
弗朗西丝李, 八打
灵再也圣依纳爵堂 

我 带 着 妈 妈 ，
于 5 月 2 4 日 ， 到
ADTEC Taiping 
接种第二剂疫苗。
希望全国人民也可
以早日能够接种疫
苗。
大家一起打疫苗。
朱国源, 太平教堂 接种疫苗为保护自己与及大家。

玛丽亚·陈修女, FMM

我很兴奋我已
经 接 种 疫 苗
了。接种疫苗
以保护我们自
己和社区是我
们身为基督徒
的义务，就像
麻疹等其他疫
苗一样。我鼓
励所有人都注
册接种疫苗。
克里斯汀黄, 
吉隆坡圣若望
主教座堂

我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与我的妈妈
一起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我感谢天
主，因为通过不断的颂念上主慈悲经
和圣母玫瑰经的祈祷，使我和我的家
人免受 病毒的侵害。我们的主是慈悲
仁爱的。
纳尔逊, 八打灵再也圣依纳爵堂 

（吉隆坡讯）为配合我国来自沙
巴和砂拉越友族同胞教友的丰收
节，达雅节和本南，莎阿南上主
慈悲堂在6/6/2021@中午12点直
播线上庆祝丰收节(KAGAPE)弥
撒，当天也是教会庆祝基督圣体
圣血节。主祭有杰拉德·瑟拉维
亚姆神父，阿尔贝·阿罗基萨米

神父，乔治·哈里森神父。弥撒
歌曲是由多个堂区的国文组教友
通过录制后播放的。 最后也播放
来自廖炳坚总主教的录制视频的
献词，祝愿这个佳节激励全体马
来西亚人民，致力于散播团结与
和睦的种子，藉以丰收繁荣与和
平。

由南与北文化出版社，
台湾南与北全人发展协
会主办，邀请最畅销的
基督宗教作家，德国最
有影响力的灵修与心灵
大师～～古伦神父，开
讲来自德国的心灵疫苗- 
与古伦神父～～「疫」
起谈心。
直播日期：2021年6月12
日星期六，台湾时间下
午3点～4点半
直播网址：南与北文化出版社FB粉丝专页
https://www.facebook.com/sn.publishing/live_videos/

主讲人：古伦神父
与谈人：陈建仁前副总统
现场主持与口译：吴信如（南与北文化出版社社长）
主办：南与北文化出版社，台湾南与北全人发展协会
活动联络人：吴信如 （0939675776）

总教区庆祝东马兄弟       
姐妹们的丰收节弥撒

古伦神父疫情后首
次亚洲演讲直播

马来西亚吉隆坡廖炳坚总主教鼓励教友
踊跃报名注册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就是

保护他人。

指团结部回函没回应
“我们在2021年5月14日致函国家团结部
对此表达反对及阐述原因，但该部在5
月31日的信函没有回应我们列出的5个事
实，只提到这个登记要求是一个部级程序
（Ministerial Procedure），但法律的明确立
场是任何程序要合法，且必须在法律和宪法
的范围内，任何越权的程序都是违宪的。”
“由于国家团结部完全没有回应我们提出的
问题，因此不得不发布此声明。”
该会举出了五个事实论点来证明上述的声
明，即联邦宪法第11（3）条文赋予每个宗
教团体“管理”自身事务和“建立和维持”
其机构的权利，而该条文没有注明非穆斯林
宗教场所在营运前需注册为协会或社团的要

求或条件。
文告指出，第二论点是1966年社团法令第6
条文说，任何地方社团可以向社团注册官申
请注册，但根据该法令第2条文诠释了社团
的定义，即社团是指任何俱乐部、公司、合
伙企业或七人或更多人的协会，但这不包括
据任何成文法律组成的任何公司或协会，为
此宗教场所不属于这个定义。
“尽管宗教场所的宪法地位不需要进行任何
登记，但有些宗教场所因某些紧迫情况而自
愿向社团注册官注册；一些教会根据国会法
案运作；一些在公司委员会注册；一些在信
托名下或在首相署信托下运营等。”
依宪法宗教场所无需登记
文告再解释，第三论点是该会代表在2015年
9月4日于布城联邦直辖区部举办的会议上

解释，根据联邦宪法第 11(3)(a) 条
文规定，宗教场所的存在和经营是
合法的，无需向任何当局登记，而
会议一致同意宗教场所不属于社团
注册局的范围，但如果是由非穆斯
林创建的 Badan Penasihat Agama或 
Badan Khas，那社团注册局可把这
些宗教场所列为该局的注册来迁移
这个新机构。

“其四是总检察长在2019年6月26日回应 
Mar Thoma 教会的询问时表示，该教会不
受社团注册局的管辖，所以无需向任何机构
注册；而总检察署宪法和管理法律单位主任
三苏引用联邦宪法第11（3）（a）条文来证
明此点。”
“其五是宗教自由和管理自身宗教事务的
权利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即使在紧急情况
下，这项宗教权利也不能被剥夺。这在与宣
布紧急状态有关的联邦宪法第150（6A）条
文中规定，即使在紧急状态期间，立法也不
能剥夺与‘宗教、公民身分或语言’相关的
权利。”
作者 ： 蔡诗琪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1-06-02

五大宗教谘理会吁团结部 
取消非穆宗教场所登记

疫苗接种：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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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亚洲新闻）- 上海教区
于 6 月 5 日上午祝圣四位执事
为司铎。本次活动本应该有五人
参加，但其中一位执事被政府阻
止。原因在于2016年，他曾私自
参加了7月25日至31日在克拉科夫
（波兰）举行的世界青年日。他
在6月4日，与其他四人一起被任
命为执事，但出于这个原因，他
祝圣司铎的时间被无限期推迟。

祝圣仪式在圣依纳爵主教座堂（
徐家汇）举行。弥撒由中国天主
教“一会一团”常务副主席、海
门教区（位于江苏）沈斌主教受
邀主礼。他自2010年起，被圣座
和中国政府承认。

上海教区的马达钦主教此次未能
参与其中。2012年起，他因辞去
爱国会职务，被软禁在佘山神学
院：不得与公众接触，更不得行
使主教职务。

此次活动，上海教区全体神父参

与了弥撒共祭。新晋神父的家属
亲友和教区全体修士、修女，市
天主教爱国会、市天主教教务委
员会、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
的负责人以及部分教友代表出席
了弥撒。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少
数教友能够参加：由于疫情防控
相关规定，教堂能容纳的人数有
限，在场人员均戴上了口罩。

上海教区新添了四位司铎：宁
永旺神父，30岁，来自包头（内
蒙古）、周嘉神父，34岁，来自
巴彦卓尔（内蒙古）、米计周神
父，来自邢台（河北）、武舜神
父，来自晋中（山西）。被拦下
的是来自山西省潞城市翟店镇南
天贡村的34岁的杨冬冬执事。

有一位教友评论说杨执事被排除
在外（希望是暂时的）：“他只
是因为曾经参加世界青年日才遭
到阻拦！通常这样的情况发生，
是因为做了丑陋的事情，或者没
有充分地活出信仰。但他只是去

与世界上其他年轻的天主教徒会
面，并去看教宗方济各！如此一

来，似乎在中国，与教宗和世界
上其他教会有联系是一种罪过”

。

除此之外，软禁中的马达钦主
教，虽然因博客被封无法发言，
但他还是利用其他渠道发出了一
条微信消息。他写道：”今天是
个好日子，上海教区新添了四位
司铎：宁永旺神父、周嘉神父、
米计周神父、武舜神父，和一位
六品杨冬冬执事。感谢天主，
赏赐我们又多了五位天主庄田里
的工人，教会年轻一代的神职人
员，教友们灵魂上的父亲。诚为
新司铎和新执事献上神花——感
恩祭与玫瑰经，祈愿天主恩典常
陪伴他们；也祈求天主多赐我等
司铎，多赐我等修女，多赐我等
圣召。种植的球球们仿佛也知道
喜庆，今天竞相绽放。愿天主永
受赞美。”

马达钦主教自遭到软禁后，佘山
神学院已经关闭了很长时间。直
到 2017年，祝圣司铎才恢复正
常。

6 月 4 日上午，在晋升执事仪式
之前，沈斌主教在徐家汇天主堂
辅楼作了“坚持天主教中国化方
向，做好新时期教务工作”的主
题讲座。 “中国化”和“新时
代”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两个口
号，即建立与本国文化和共产党
紧密相连的中国教会，让中华民
族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新时代”。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 
易福霖主教（Adolfo Tito 
Yllana）成为新任圣座驻
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的大
使，以及耶路撒冷和巴勒
斯坦的宗座代表。今天，
教宗方济各宣布了此项任
命。
新任梵蒂冈驻圣地代表
是一名现年73岁的菲律
宾人，自 1984 年以来，

他一直在圣座外交部门
任职，在今天被任命之
前，他曾在澳大利亚，
并先后在加纳、斯里兰
卡、土耳其、黎巴嫩、
匈牙利和台湾服务。
新任圣座大使抵达以色
列的时间，一方面恰逢
新政府成立，该政府可
能导致统治长达12年的
内塔尼亚胡时代结束，

另一方面，介于与哈马斯冲突
的又一次停火之际，教宗方济
各将此次冲突称为“不可接受
的”武力之路
梵蒂冈公开支持圣地“两国”
的解决方案，自1993年12月29
日（耶路撒冷）和30日（梵蒂
冈）与以色列签署基本协议以
来，圣地一直在等待协议实
现。这份协议主要关于承认天
主教会的法律人格，以及由此

产生的一切后果。对进行多年
的谈判至今一无所知，且一直
没有带来任何结果。
去年，国务卿伯多禄·帕罗林
（Pietro Parolin）在罗马犹太
教堂的一次会面期间谈到了该
协议，他表示这份协议它开启
了双边关系的新阶段，“启动
了一条重要的合作道路”，并
补充说双边委员会的工作“即
将完成”。

上海，祝圣4位新司铎；
一名执事遭政府阻拦

香港（亚洲新闻）- 香港教区荣
休主教陈日君枢机说:「我们拒
绝悲观，我们不会失望。在追思
亡者时，我们的祈祷也是求上
主带领执政者走上正义和平的道
路。」他于6月4日晚上在将军澳
圣安德肋堂主持追思弥撒。
陈枢机在讲道时说:「我们奉献
这追思弥撒，是为追念32年前在
天安门广场及附近的街巷，为我
们的民主、我们的自由衪牲了他
们生命的兄弟姊妹。」
他指出: 「他们那时要求的是一
个廉洁的政府（反贪污、反官
倒），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真正强
盛的祖国，但可惜，他们却要带
着暴徒的烙印离开人间。」
然而，「他们的衪牲是为了我
们，我们拥抱他们未见成功的希

望：就是一个正义和平的社会，
一个受人民尊重的政权，一个受
世界尊重的我们的强大祖国。」
他表示:「有人会说：烈士们已
在天堂了；追念也追念了32年
了，够了吧！不，我们太敬爱爱
国的烈士，我们太爱我们的祖
国，我们的希望不死。」
不过，陈枢机指出:「32年还不
听人民的声音，岂不使人害怕？
有权者还相信：为『顾全大局』
政权可以残杀手无寸铁、热爱祖
国的青年？那末六四惨剧不是渐
渐远离我们，而是渐渐又会再出
现在我们眼前。」
香港教区夏志诚辅理主教在九
龙圣方济各堂主持另一台追思弥
撒。他在讲道中说，当门徒心烦
意乱失去希望时，反过来要耶稣

安慰。耶稣一语道破：要信赖天
主，信赖祂。他说，当真理被践
踏时，人生最大的困难是信念的
挑战。
七间举行追思弥撒的教堂全部满
座。在疫情限聚令下，教堂只容
许三成座席。
有教友表示，他们不仅追思1989
年6月4日遇难者及其家人，也为
香港民主运动受苦人士祈祷。
今年，一如2020年，香港当局以
防疫为理由，禁止在维多利亚公
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該晚会
自1990年起每年6月4日在维园举
行。
不过，6月4日晚上，仍有不少市
民到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或在
不同地区紀念；也有在家中追
憶。

陈枢机: 六四弥撒为追思
寻求自由而犠牲生命的人

教宗：任命菲律宾主教易福霖为以色列新任大使

（中央社）驻教廷大使馆昨天响
应教宗 “为疫情马拉松式祈祷“ 
活动闭幕式，邀集旅居罗马的台
湾神职人员与教宗同步诵念天主
教玫瑰经，盼台湾疫情平息。
教宗订5月是“为疫情祈祷月“，
从5月1日起连续31天邀请全球信
徒在傍晚诵念天主教玫瑰经，祈
求圣母帮助疫情平息，使人们可
以恢复正常作息与工作。教宗昨
天在梵蒂冈花园举行祈祷活动闭
幕式，驻教廷使馆同步响应。
昨天参与者包括旅义台湾神职人
员神父邱琮杰、修女李碧圆和李
柔静；信徒徐明慧；梵中关系学
者江国雄；以及驻教廷大使李世
明与全体馆员。
在祈祷仪式最终，神父邱琮杰
带领全体诵念由台湾主教团提
供的“为早日脱离2019冠状病毒
祈祷文“，感谢天父赐给不同族
群、宗教、文化背景的台湾人民
各种恩惠。
祈祷文指出，疫情日益扩散，各
国人民都因病毒恐慌忧虑，不
少人无法与亲人相聚或不能出门
工作，教会与其他许多活动无法
进行，“因此我们愿谦卑向天
主恳求，为缺少相亲相爱祈求宽
恕，为没有善用获得的各种恩惠
认罪，为自私、贪婪、不和睦、
骄傲、冷漠及一切不洁思想诚心

忏悔，希望天主怜悯转变人们的
心。“
祈祷文指出，希望天主在人心不
安的日子里帮助众人，拯救那些
因为病毒去世的人，使所有遭受
感染的人早日康复，降福保护那
些被隔离的病患与全体医疗人
员，保佑他们身心灵平安。
祈祷文最末为国家祷告，对于执
政者、政府官员和各政党，求
天主赐给他们睿智、远见、毅力
与信心，在这关键时刻能同心协
力、团结一致共度难关，使国家
人民早日恢复平安快乐的生活。

驻教廷使馆以天主教祈福
念珠排成台湾形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