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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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彌撒中的福音段落頗為感人，
宣告也在外邦人當中傳佈基督的信
仰。福音讲述了希臘人想見耶穌，而
不是猶太人。第二篇讀經再次提到這
個遠景並藉著耶穌的苦難和他救贖眾
人的舉動加深對它的認識。第一篇讀
經宣佈訂立新盟約，一個普世盟約，
因為天主說：“不論大小，人人都必
認識我。”
福音的段落為我們眾述了耶穌公開生
活最後一段時期的一個事件。耶穌在
耶路撒冷過巴斯卦瞻禮，這將是他死
亡和復活的巴斯卦。
聖使若望述說，有些希臘人上來過
節。他們一定是些虔誠的人，被猶太
人崇敬唯一天主的信仰所吸引，並且
聽人說到耶穌，現在渴望拜見他。他
們來到十二位門徒之一的斐理伯前，
這位門徒有希臘人的名字（斐理伯
意思是“馬的朋友”）他是加里肋亞
人，那塊地方有許多異教徒，故被稱
為“外邦人的加里肋亞”。
這些希臘人請求斐理伯說：“先生！
我們願拜見耶穌。”斐理伯就去告訴
安德肋，安德肋是另一位有希臘名字
的門徒，非常接近耶穌，因為他是最
初被耶穌召叫的門徒之一。他們二人
便來把這話告訴耶穌。
耶穌的反應出乎人的意料。他不說見
還是不見他們，卻開口向他的門徒們
說：“人子要受光榮的時辰到了。”
耶穌在希臘人要見他的請求中認出了
對他的“時辰”的宣佈，他受光榮的
時辰。他的光榮也包括在外邦人中傳
播信仰這個方面。在這段福音的結
尾，耶穌確實這樣說：“當我從地上
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
我。”
耶穌享受的光榮在於他能給所有相信
他的人永生。傳播對耶穌的信仰和藉
著這個信仰得救是耶穌受光榮的兩個

主要方面。
但是，耶穌很清楚，他受光榮的時辰
也意味著他受苦難的時辰。確實，他
的光榮是經由苦難而得到的。為此，
他該“從地上被舉起來”。福音的作
者評述說：“他說這話，是表明他要
以怎樣的死而死。”一個被判處十字
架酷刑的人被從地上舉到十字架上。
耶穌該當從地上被舉起。不過，這種
被施以酷刑的舉起是一連串的被舉
起，最後被高高地舉起的開端：就是
在天上受光榮。
耶穌說這番話為使人瞭解，希臘人，
即外邦人的皈依需要讓他付出苦難。
他該當死去，為贖回大眾，為使外邦
人能夠進入天主的子民的行列。
耶穌用一個形象化的比喻表達了他的
巴斯卦奧跡：“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
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
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耶穌將自己比
作麥粒。藉降生成人，他來到世上；
但這還不夠：他也該當死去，好得到
普世性的豐盛果實。
這條定律為門徒們也是同樣的。事
實上，耶穌立即又說道：“愛惜自己
性命的，必要喪失性命；在現世憎
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
生。”
想到他的苦難，耶穌心煩意亂，正如
他自己所說：“現在我心神煩亂”。
當他想到苦難所要帶來的一切侮辱，
一切痛苦和死亡時，怎能不心煩意亂
呢！
我們在此處看到了耶穌的極端痛苦：
這個痛苦的時間雖短，卻極強烈。耶
穌問自己：“我可說什麼呢？”面對
侮辱和痛苦，從人性的心裡本能地發
出的請求便是得到解救；為此，耶穌
說：“父啊！救我脫離這時辰吧。”
但他要說的正是這句話嗎？
耶穌超越了這第一個人性反應，說

道：“但正是為此，我才到了這時
辰。父啊！光榮你的名吧！”他不但
沒有請求救自己，反而要求父的名受
光榮。
耶穌的祈求的這一轉換與對觀福音
所讲述的相呼應。瑪竇讲述說，耶
穌最初請求聖父將這個時刻遠離他
吧：“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杯
離開我吧！”（瑪26：39），但最後
他說：“我父，[…]就成就你的意願
吧”（瑪26：42）（見若12：28“父
啊！光榮你的名吧！” ）。在天主經
中，耶穌教我們祈求說：“願你的名
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間。”看，這就是耶穌面對
他的苦難所渴望的：他不考慮救自己
的性命，而考慮父受到光榮和整個世
界得救。
這時候有一個標記從天上來，一個來
自天上的聲音說：“我已光榮了我的
名，我還要光榮。”這個標記是許多
人看不出的：他們中有人說是打雷，
另有人說是天使同耶穌說話。耶穌卻
解釋說：“這聲音不是為我而來，而
是為你們。現在就是這世界應受審判
的時候，現在這世界的元首[=魔鬼]
就要被趕出去。至於我，當我從地上
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
我。”
看，在巴斯卦瞻禮之前的兩個星期就
是這段福音為我們提出了耶穌的巴斯
卦奧跡的前景。
第二篇讀經取自希伯來人書信，為我
們揭示了耶穌面臨他的苦難的態度。
他處在一個死亡逼近的極度焦慮的狀
況，向天主獻上祈禱和懇求。這段經
文也使我們懂得，當我們處在類似的
情況中應當抱的態度：向天主獻上祈
禱和懇求。
耶穌不僅祈禱，也大聲哀號和哭
泣：“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天主獻

上祈禱和懇求。他不僅在這一極端痛
苦的時候這樣做，也在十字架上同樣
做了，他大喊一聲，就斷了氣（見谷
15：37）。
耶穌向能救他脫離死亡的天主祈禱。
希伯來書的作者沒有說他祈求使自己
免於死亡，他提出這個建議，但為我
們方才在福音中所見到的這一請求的
轉變也留下空間，聖瑪竇對這個情景
描述得十分清楚。耶穌不強迫天父選
擇救贖的工具。
從死亡中得救有不同的方式。首先是
免遭死亡的危險。其次就是從死裡逃
生：即先死，然後藉奇跡復活，如發
生在拉匝祿身上的那樣。第三種方
式最徹底，就是經由死亡本身來徹
底、決定性地戰勝死亡，即復活一個
新的、不再死的生命，這個生命在天
上，與天主密切結合。這是耶穌獲得
的完全徹底地戰勝死亡的勝利。希伯
來書信的作者確實這樣說：“因他虔
敬而獲得了俯允”，這句話的意思是
說，因為他將自己焦慮處境的解決途
徑的選擇留給了天父。
第一篇讀經為我們顯示了這是天主的
計畫。在以色列子民歷史上最可怕的
時刻，屢次出現反叛，招致災難臨頭
（聖殿被摧毀，耶路撒冷被攻佔和流
亡），上主放棄了同以色列結的盟約
的計畫，宣佈同它訂立新盟約，比西
奈山的盟約還要美很多。上主說：“
看，時日將到，我必要與以色列家和
猶大家訂立新約。”
耶穌的苦難是項卓越事件，改變了
人的信仰處境，並且是個愛的事件：
耶穌愛我們竟然為我們獻出自己的性
命。他的愛是普世性的，願意徹底改
變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內心，使我們
切實同天主同我們的一切兄弟共融。
作者：阿爾貝．范諾怡
耶穌會樞機主教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年3月16日

缺水的日子，大家都慌了，人類
最重要的恩寵，如果沒有它地
球將會成爲一片荒蕪。地球有土
地，人的靈魂也有，那叫心田。
當地球缺水時，地方將會荒蕪，
人的心田也需要水，缺水了，也
一樣會荒蕪。水是人類生命的恩
寵，人的靈魂也需要恩寵，需要
從天降下的活水，缺了這種水，
人靈魂中的心田，將會荒蕪一
片，結不出果實。
今天，先知的神視，從聖殿内湧
出的活水泉，這是我們信仰的寶
貴認識。水在聖經的象徵中，代
表著生命、喜樂、天主聖神。大
德蘭藉著先知水的神視來表達人
是多麽需要從主耶穌基督身體所
流出的活水，先知所見到的水，
就是撒瑪黎雅所說的活水泉，誰
喝了將永遠不渴。這活水泉能賜

個靈魂最大的恩寵：結出聖神果
實的生命。除此之外，大德蘭更
告訴了我們，耶穌活水對靈魂產
生的益處：
一，這水能讓人涼爽：弟兄姐妹
們：不論你有多煩躁，當你憤怒
的時候，不論你多麽熱的時候，
只要接觸到這活水，熱氣隨即消
散；二，這水能潔净，能潔净不
潔之物，如果沒有水可以洗，這
個世界會怎麽樣呢？水自天上降
下的活水，能掃除一片灰土陰
霾，灰塵使我們盲目，意味著，
天降甘霖，主耶穌從天而來，他
就是天主所賜予的活水，上主親
自照顧，有了他，我們將不被灰
塵盲目，我們的視力得到釋放，
我們看到的，大德蘭說：不是夢

幻的世界，而是另一個永恆的國
度。耶穌基督總會緊抓著我們的
靈魂，清理我們卑劣的本性，讓
我們不陷入在世界的塵世俗物。
最後這天降下甘霖，讓我們滿
足並解渴。解渴即是渴望一個
我們極需要的東西，如果完全
得不到，就會致死我們。這就
是靈魂的渴望，靈魂一直都在
尋找著這活水泉，也就是他的
愛人，得到了，滿足了，滿足
了，也安息了，大德蘭也說
了：有主就滿足了。可見，這
天降甘霖，也就是耶穌基督是
唯一能解靈魂的渴；能將喪亡
的靈魂得以復活起來。
我們需要從聖殿流出來的活
水，也就是耶穌基督，凡獲靠

近這個活水的，凡由耶穌基督流
過所祝福的靈魂，樹上的果實可
作食物，枝葉可作藥材。今天若
望福音，一個水池，一群病人，
其中一個病了三十八年，終於等
到了耶穌基督，真正生命的活
水，信了耶穌基督，恩寵就會臨
在。我們不能靠人，我們必須
靠著耶穌基督。等人的幫助，等
了三十八年，看看，人呀！人的
法律窒息人靈，只有主耶穌基督
的愛，才能釋放我們所失去的自
由。我在世上活到四十個歲月，
遇見了不少好人，這些歲月並沒
有讓我心靈得以潔浄。心靈的潔
浄，人的得救是無法靠著人的，
認識了主耶穌後，才真正開始活
動心靈的釋放，從罪惡中釋放！

聖經中，三位獲得耶穌這活水泉
的靈魂，大德蘭常提到的，失去
靈魂的三個大罪人，最後卻獲得
了這活水而不再渴，他們也痊愈
了，開始追隨耶穌基督，不再犯
罪了：罪婦瑪麗德蓮；井邊的撒
瑪麗亞婦人及奧古斯丁。他們離
開了憤怒，被潔净了，他們最後
不再需要這個世界了，他們靈魂
無比的滿足了，安息了。而聖女
大德蘭更是那位，
奧古斯丁說，沒有什麼能滿足
我們的心，我們的心惟有在主
裡才得安息。「不再有憂慮，
不再有害怕；與主在一起，甚麼
也不缺。不再有憂慮，不再有害
怕；有主就滿足。」——大德蘭
（Teresa of Avila）。是的，上主
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
弟兄姐妹，記得，我們的活水
泉，從聖殿湧流出來的，從天
降下的，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

四旬期第五主日：人子要受光荣的時辰到了
耶稣享受的光荣给相信他的人永生

耶稣是我们的活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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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在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
讲授中，谈到“每个基督徒的首要
恩典”。他说，众人因著尊严而同
等，“却也是独特的，圣神愿意让
这些独特性藉著美好事物，在蒙受
天主慈悲、成为祂的子女的每个人
身上散发出来”。
（梵蒂冈新闻网）天主圣神让我们
牢记耶稣的所言和所行，“圣神把
耶稣带到我们心中”。教宗方济各
3月17日在宗座大楼的图书馆主持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表达了上述思
想。他继续关于祈祷的要理讲授，
省思祈祷与天主圣三，尤其与圣神
的关系。教宗强调，“圣神从内心
深处转化我们”。
教宗指出，每个基督徒领受的第
一个恩典就是圣神。圣神“并非
许多恩典中的一个，而是极其重
要的恩典。没有圣神就无法与基
督和天父建立关系，因为圣神开
启我们的心而看到天主的临在，

将我们的心吸引到那爱的‘漩
涡’，也就是天主的心中”。
“我们不仅是这尘世旅途上的过
路客和行人，也是天主圣三奥迹
的宾客和朝圣者。我们就如亚巴
郎那样，有一天他在自己的帐篷
中接待三位行人，遇见了天主。
如果我们能实际上呼求天主，称
祂为‘阿爸，父啊’，这是因为
圣神住在我们内；圣神从内心深
处转化我们，让我们体验到蒙受
天主的爱、成为真正子女而发自
肺腑的喜乐。”
教宗提醒道，“我们切莫忘记圣
神的临在，临在于我们当中。我
们要聆听圣神、呼求圣神，祂是
天主赐予我们的恩典和礼物。教
会邀请我们每日呼求圣神，在任
何一件重大行动的开始和结束时
更应如此”。
“我们经常是不祈祷、不愿意或
不晓得祈祷，或是我们往往如鹦

鹉那样祈祷，只动嘴巴，心却远
离了。现在是这样呼求圣神的时
候了：‘圣神，请来！请祢燃
起我的心火。请来，请祢教我祈
祷，教我注视天父、注视圣子。

请祢教我认识信德之路，教导我
如何去爱，尤其教我怀抱希望的
态度。’我们要不断呼求圣神，
让祂临在于我们的生命中。”
教宗继续说，圣神让我们“谨记
耶稣，使祂临在于我们当中，不
沦为过去的人物”。在圣神内“
一切都焕然一新”，为“各个时
代和地区的基督徒敞开了与基
督相遇的时机”。基督“并不遥
远，祂与我们同在：仍在教导祂
的门徒们，转变他们的心，就如
当初伯多禄、保禄和玛利亚玛达
肋纳所经历的那样。这是许多祈
祷的人生活出的经验，圣神以基
督的‘尺度’藉著慈悲、服务、
祈祷来塑造这些男女”。
“能够遇到这样的人是一份恩
宠：我们发觉在他们身上跳动著
一种不同的生命，他们的目光看
得‘更远’。我们不要只想到修
道人和隐修士，在普罗大众中也

有这样的人，他们写下与天主交
谈的漫长历史，有时需要净化信
德的内心搏斗。这些谦卑的见证
人在福音、所领受和所朝拜的圣
体圣事，以及在处于困境的弟兄
的面容上找到了天主，守护著祂
的临在，如同内心的一把火。”
教宗强调，“基督徒的首要之务
正是使耶稣投在地上的火保持燃
烧（参阅：路十二49），这火就是
天主的爱，圣神。没有圣神的火
焰，预言就会消失，悲伤就会取
代喜乐，习惯就会代替爱，服务
就会变成奴役”。
接著，教宗绘出一幅画面：恭放
圣体的圣体龛旁点燃的油灯。教
宗说，“即使到了晚上，圣堂内
空无一人，即使圣堂已经关门，
那盏油灯仍然点燃著，继续燃
烧：没有人看到它，它在上主前
却是燃烧著”。因此，“是圣神
在书写教会和世界的历史”。

教宗在四旬期第四主日带领信
众诵念三钟经祈祷时省思耶稣的
身份，并邀请基督徒接纳耶稣
的光，使我们向天主的爱敞开心
扉。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3
月14日四旬期第四主日在梵蒂冈
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钟
经祈祷活动时，邀请基督徒接近
基督的光并恳求祂的宽恕。本主
日是喜乐主日，教宗和大家思考
了为什么这主日以喜乐为中心。
他说，今天的福音为我们解答了
这个问题，即：“天主竟这样爱
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
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丧亡，反
而获得永生”（若三16）。教宗
接著表示，“这喜乐的信息是基
督宗教信仰的核心”，天主的爱
在将圣子赐予软弱和有罪的人类

的恩宠上达到顶峰。
当天的福音，也讲述了有关尼苛
德摩夜访耶稣、询问祂的身份的
部分记载。教宗说，耶稣通过三
方面作的自我介绍，令尼苛德摩
认为领导以色列人的默西亚为一
强有力的人的信念陷入危机。“
人子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天主子
被派遣到世界上来是为了拯救；
耶稣是光，把那些跟随真理的人
和谎言的人分开”。
教宗说，耶稣的第一个身份，使
人记起梅瑟在旷野里高举了蛇，
以拯救那被蛇咬了的人免于死
亡。同样的，教宗指出，“耶稣
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使那些信祂
的人的罪得到医治并得以活存”
。
关于第二个层面，即有关天主子
的话，教宗表示，天主为拯救人

类，甚至赐下了祂的独生子。
天主渴望我们永远得救，耶稣
的使命是拯救所有人。耶稣向
尼苛德摩描述自己时，称自己
是“光”，与黑暗对立。教宗
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使人
类要作出选择，“选择黑暗的
人将面临定罪的审判，选择光
明的人将有一个救恩的审判”
。教宗指出，审判是我们自由
选择的结果。凡作恶的人，是
在寻找黑暗，凡遵循真理行事
的人，即行善的人，走近光明。
教宗敦促基督徒善度四旬期。
他说：“我们蒙召接纳我们良
心中的光，向天主的无限慈
爱、祂的充满温柔与良善的慈
悲敞开我们的心扉”。教宗
总结道，在我们恳求天主宽恕
时，祂始终宽恕我们的罪过。
最后，教宗祈求圣母玛利亚
给予我们勇气，让耶稣“把
我们置于危机中”。教宗解释
说，“为了我们的痊愈，这是
有益的危机，使我们能有完美
的喜乐”。 

教宗公开接见：基督徒首要恩典
圣神把耶稣带到我们心中

圣座教义部发表文件，对给予同
性者的结合礼仪上祝福的可能性
作出否定的答复，表明“这并非
不公义的歧视，针对人不做任何
评断”。
（梵蒂冈新闻网）教会没有权
力为同性者的结合施与礼仪祝
福，因此不能把这样的礼仪祝
福“视为合法”。圣座教义部在

回答有人提出的“疑问”时作出
以上声明。由此可知，司铎在礼
仪上降福那些要求他们的结合得
到教会承认的同性恋者，是不合
法的行为。教宗知晓并同意发表
这份由教义部长拉达里亚（Luis 
Ladaria）枢机和秘书长莫兰迪
（Giacomo Morandi）总主教署
名的解释性文件。

发表这份文件是为了答复一些断
言和惯例做法，本著“真诚的意
愿接纳和陪伴同性恋者，为他们
提供在信仰生活上成长的行程” 
，同时也依照《爱的喜乐》劝谕
的精神，为同性恋者提供“必要
的帮助，使他们了解和完全实现
天主在他们生命中的意愿”。因
此，相关的牧灵计划和建议应得
到评估，其中包括对这种结合予
以的礼仪祝福。
在教义部的文件中，基本上将同
性恋者与他们的结合区分开来，
表明否定对这种结合予以礼仪祝
福，这并不涉及对相关人士个人
的评断，他们该当受到接纳，以
及“尊重、同情和体恤”，避
免“各种不公义的歧视”，这在
教会的训导文件中已经有所表
达。
提出了作出否定答复的依据后，
文件阐明否定的理由至少有两
个。首先涉及礼仪祝福的真谛和
价值，即礼仪祝福是 “圣仪”举
止，是教会的礼仪行为，要求所
受到的礼仪祝福是在客观上领受
和表达天主在创造的计划中赐予
的恩宠。

圣座：对同性者的结合
教会不能施予礼仪祝福

梵蒂冈圣座教义部。

以色列古物管理局3月16日公布近年
来的重大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考
古学家在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间的
犹大沙漠地区发掘出20块《旧约》十
二小先知书的希腊文残片。这是继20
世纪40和50年代发现死海圣经古卷以
后的又一圣经重大考古发现，它翻
开了圣经考古发掘史上新的一页。
（梵蒂冈新闻网）以色列古物管理
局3月16日公布了近60年来重大考古
发掘成果，包括近年来发现的2千年
前主要用希腊文写成的《圣经》十
二小先知书卷轴残片，内容主要是
《匝加利亚》和《纳鸿》两部先知
书的内容；还发现了公元132至135年
间反抗罗马人统治的犹太人领袖巴
尔·科赫巴（Bar-Kokhba）时期的
硬币；一具6千年前用布包裹著的儿
童骨骼残骸；一个完整的篮子，它
可追溯到1万年前，大概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篮子。此次考古发掘地是在
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间的犹大沙漠
地区。
就 该 重 大 考 古 发 掘 及 研 究 成
果，本新闻网采访了瑞士卢加诺
（Lugano）神学院教授、圣经地
域考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菲丹齐奥
（Marcello Fidanzio）博士，他向本
新闻网谈了他的看法。
菲丹齐奥教授解释道，在犹太人
领袖巴尔·科赫巴领导的反抗罗马
人统治的“两次起义期间，一些人
逃到山洞中避难，因为他们被罗马
人追赶。我们称那山洞为‘恐怖山
洞’（Grotta degli Orrori），为什么
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在这个山洞里
因饥渴死了大约40位男女老少。他们
来此避难时，带来了一些珍贵的物

品：财产、日常生活用具和书本，
这些书本就是资料和圣经书卷。”
他说，以色列古物管理局最近的考
古工作始于2017年，到目前为止发现
了20块圣经卷轴残片。
这位圣经考古研究的教授继续解释
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在
20世纪“40到50年代”的死海，“特
别是在谷木兰（Qumran）及犹大沙
漠地区的圣经古卷的重大发现后，
人们再也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圣经文
本”。它翻开了“考古发掘史上新
的一页”。现在，研究人员想知道
这是否是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最后阶
段，或者恰恰相反，是否揭示了有
待研究的新探索的可能性。
菲丹齐奥教授说，这次考古发现
让“我们圣经学者激动不已，“但
以色列人也更感兴趣，他们强调这
些研究如何与他们身份的关系，以
及在以色列土地上临在的历史”。
因此，以色列古物管理局特别重视
考古挖掘工作是有道理的。
这次考古发现扩展了人类对圣经
知识的了解吗？菲丹齐奥教授解释
道，“我们面前的是很小的残片，
也就是希腊文写成的有限的几行与
旧约相关的文字。它们是学者们所
说的‘文本不稳定’时期的见证：
在这段时间里，圣经的文本还不够
稳定统一。到后来，圣经正典文本
才得以确立，并忠实地传承下来，
直到我们今天”。在“恐怖山洞”
找到的残片代表的是文本还在形成
中的时期，正是藉著它们，我们才
得以见证一个形成最终文本前所经
历的阶段。

希腊文圣经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十二小先知书圣经残片被发现

教宗三钟经：接纳耶稣是光
使我们向天主的爱敞开心扉

小先知书圣经残片被发现。

教宗主持公开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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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随着联邦政府入禀上诉，
挑战高庭允许基督徒使用“阿拉”字眼
的判决后，沙巴和砂拉越朝野议员联
署，敦促首相慕尤丁撤除上诉，结束这
起长达35年的争论。
54名沙砂朝野议员3月16日发表联合声
明，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接纳高庭裁决，
而各政党不应为了狭隘的政治利益，趁
机炒作此课题。
“我们敦促，首相慕尤丁撤除联邦政府
上诉挑战高法庭裁决。如此一来，这场
长达35年、且令那么多沙砂人民和原住
民痛苦的争论，才可以宣告落幕。这也
会成为首相的正面（政治）遗产。”
他们认为，所有人应该结束这场争议，
向前迈进一步达成国家和解，才能符合
阿拉当初造人的宗旨——人们即使存在
差异，却仍能相互理解和爱护。
他们强调，高庭本次裁决是对所有马
来西亚人的祝福，让不同宗教的信徒得
以在清真寺、教堂和锡克庙，向阿拉祈
祷。

部分不安半岛人施压结果
54名沙砂议员认为，联邦内阁在1986年
禁止非穆斯林使用“阿拉”字眼，是出
于部分不安的半岛人，向联邦政府施压
的结果。

他们直指，当年的裁决仅从半岛人的视
角出发，忽略了沙巴和砂拉越人的权益
和心声，自以为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沙砂
两地人民在家乡和半岛的生活方式。
“这些自我为中心的半岛人，拒绝接受
马来半岛、沙巴和砂拉越在马来西亚是
平等的伙伴关系一事。”
因此，他们进一步指出，本次裁决不过
是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避免沙砂人民
和原住民一直承受不公平的待遇。
“这项裁决并不会引发穆斯林的改教或
叛教，这是部分半岛人试图专门制造的
错误恐惧。”
他们指出，本次裁决只会让国家变得
更团结，让沙砂人民和基督教原住民

可以自由地祈祷。他们在加里曼丹的
达雅族兄弟姐妹们向来可以这么做。
他们续指，本次裁决也是马来语作为
国语的胜利，同时尊重婆罗洲地方语
言，如依班语和比达友语。
声明列出沙砂两州18名国会议员及4名
上议员，9名沙巴州议员，23名砂州议
员的名字，以及10个政党加上独立人
士。
参与的政党包括民主行动党、砂拉越
土著保守联合党、砂拉越民主进步
党、砂拉越全民团结党、人民公正
党、沙巴人民复兴党、砂拉越人民
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和沙巴民统
党。

（吉隆坡讯）大马政府及内政部3月15
日入禀法庭，针对高庭宣判基督教徒有
权出于宗教和教育目的使用“阿拉”字
眼的裁决提出上诉。

有关上诉申请书当天提交到高庭主簿
官 办 公 室 ， 其 副 本 也 交 予 上 诉 庭 主 簿
官，以及代表信仰基督教的砂拉越马兰
诺族吉尔艾琳的律师事务所。

据马新社报道，总检察长丹斯里依德
鲁斯已证实有关上诉。

根据高级联邦律师三苏博哈山入禀的
诉状指出，在不满高庭法官拿督诺碧阿
里芬于3月10日做出的裁决后，总检察
署 代 表 大 马 政 府 及 内 政 部 提 出 有 关 上
诉。

“ 上 诉 人 （ 内 政 部 长 和 马 来 西 亚 政
府）对整体裁决提出上诉。”

法 官 诺 碧 此 前 作 为 高 庭 法 官 聆 审 此
案，目前是上诉庭的法官，于10日宣判
基督教徒有权出于宗教和教育目的，使
用“阿拉”字眼。

除 了 使 用 “ 阿 拉 ” 一 词 ， 另 三 个
允 许 基 督 教 在 出 版 刊 物 使 用 的 字
眼 是 “ K a a b a h ” 、 “ B a i t u l l a h ”
和“Solat”。

诺碧在宣判时说，内政部于1986年12
月5日发布的指令，即禁止所有基督教的
出版物使用4个字眼是违法及不合理的。

（万挠讯）万挠的圣犹大教堂已
经另择新的地段，兴建一座新圣
堂，以应付当地教友逐渐增多的
需求。
吉隆坡总教区廖炳坚总主教和该
堂主管神父大卫.阿鲁南纳丹于
今年3月13日，为新圣堂的地段
举行祝圣仪式。该地段离开现有
教堂不足3公里。
当天的祝圣仪式为圣犹大教堂的
历史写下重要的一页，标志着经
过多年的努力之后，圣犹大堂和
教友们最后将拥有一座较为宽大
和新的教堂。
现有的圣犹大教堂是坐落在靠近
万挠的市区，建于1957年，土地
所占面积较小，不足以为要理班
供应课室，也没有地方做礼堂，
以供举行各种活动。为应付万挠

和周围地区人口的增加，和日益
增多的教友需要，圣犹大堂亟需
一座更大的教堂和较好的设备。
大约在二至三个月的时间，一俟
发展商完成填土的工作，筑好围
墙以及铺筑了进入工地的道路，
兴建新教堂的工程即可开始。
大卫.阿鲁南纳丹神父促请教友

为该堂祈祷，祈求上主的降福，
好让新圣堂筹足建筑基金，让新
堂得以早日落成。
据悉，圣犹大堂的兴建费多达2
千万令吉，目前已筹得的基金
与目标距离尚远，教会希望教
友慷慨解囊，捐助建堂基金。
有意者可在办公时间联络该堂
办公室，或者在网上通过教堂
网页 www.stjuderawang.org 捐
款。若需更多详情，请联络以
下网址：stjudeschurch.rawang@
gmail.com. 

廖炳坚总主教莅临祝圣       
万挠圣犹大堂新地段

“阿拉”使用案判决纠正不公
54沙砂议员促联邦撤上诉

基督徒准用“阿拉”
政府不服入禀上诉

（八打灵再也讯）此间圣母升天堂
一名教友于3月14日（星期日）早
上参加了主日弥撒后，于翌日（15
日）出现患病象征，检疫之后属阳
性，证实为新冠肺炎。
圣母升天堂于16日晚上获得通知
后，瞬即通知总教区的危机工作
队。有关个案已经通知卫生部并展
开调查。教会将给予充分合作，以
及协助当局鉴定患者的近接触者。
由总教区联络和媒体主任碧特丽霞
发出的文告说，该患病教友于进入
教堂时，遵守当局的标准作业程
序，所测量的体温属正常，但该教
友是属于无症状的患者。
文告指出，当天曾参加早上11时30

分弥撒的教友，并不需要接受新冠
肺炎检测，除非是接到卫生部的通
知。因为只有患者的近接触者，并
获得当局的通知，才须接受检测，
并被命令居家隔离。
文告说，如果任何人有出现冠病的
象征，请即打直线电话联络卫生部
的危机中心。
圣母升天堂于14日的主日弥撒后，
即依照标准作业程序，为教堂的内
部消毒。
文告劝告教友们，如果他们要实体
参加教堂的弥撒，就需继续保持警
惕，遵守安全措施，包括洗手和
喷消毒液、戴口罩以及保持安全距
离。

（亚庇讯）亞庇中央醫院於
2021年3月14日與亚庇圣心主
教座堂普愛會一起聯辦第86次
的捐血運動，获得教友们踊跃
的响应。
適逢新冠肺炎復原式行動管制

令下，當天預計前來捐血的人
數將會減少，但是出乎意料
的，人數不減反增，前來報名
的热捐者多達70多人，真是感
激不盡。
由于當日的醫務人員因多處有

舉辦捐血活動，所派的人員缺
乏，每個崗位仅有一人操作，
導致當天捐血進度非常慢。可
是前來捐血的熱心人士却平静
耐心等待，在一个小時余内完
成。
捐血运动原定從早上八時至中
午一時止，却延遲到下午一時
多，總共成功累積收集76包血
浆。另外，八位教友捐血失
败。
愿主祝福各位辛劳的工作人員
及捐血者。鼓勵大家下次再踴
躍捐血。
兵南邦的圣弥额堂也曾于3月
7日举行捐血运动，惊喜的迎
来了一位特别的捐血人：亚庇
总主教黄士交，他在早上9时
就抵步，成为捐血运动的第一
人，并鼓励其他人士的踊跃响
应。

灵圣母升天堂一教友       
参加弥撒后确诊新冠

亚庇圣心主教座堂普爱会       
联办捐血运动获踊跃响应

万挠新的圣犹大堂想象图。

圣心主教座堂中心的捐血者。

廖炳坚总主教祝圣建堂地段。万挠新的圣犹大堂想象图。

沙砂议员促联邦政府撤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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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3
月14日主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
主持弥撒，庆祝福音传入菲律
宾500周年。参与共祭的有马尼
拉前总主教、传信部部长塔格莱
（Luis Antonio Tagle）枢机和
罗马教区教宗代理德多纳蒂斯
（Angelo De Donatis）枢机，
以及一些在罗马的菲律宾籍司
铎。
在弥撒讲道中，教宗首先表示，
菲律宾人在500年前接受了福音
的喜乐，“这喜乐在你们人民中
间显而易见，我从你们的眼睛、
面容、歌声和祈祷中看到了它”
。教宗说：“我要感谢你们给全
世界和我们基督徒团体带来了喜
乐。”教宗也赞赏菲律宾信友
通过他们“谨慎而勤劳工作的临
在”为信仰作出的见证。
教宗鼓励他们“坚持福音的使命
工作”，他表示，必须不断向他

人宣讲天主亲近人的讯息，以免
任何人丧亡。教宗说：“永远不
要害怕去宣讲福音、去服务和去
爱，带著你们的喜乐，你们也将
会帮助他人也说：教会‘是如此
热爱人类’。”
接著，教宗讲解主日福音时指
出，当天的福音内容包含了福

音讯息的核心：“天主竟这样
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
生子。”（若望三16）教宗解释
道，福音的讯息不是一个观念或
学说，而是耶稣自己。“我们喜
乐的缘由不是如何找到幸福的漂
亮理论，而是在人生旅途中实际
被陪伴和被爱的经验。”

教宗说“天主如此地爱”我
们，在我们跌倒时，祂把我们举
起。“祂一直以爱看护著我们，
为了爱，祂的圣子降生成人居住
在我们中间。在耶稣内，天主在
我们的生命中确定地给我们说：
你不会丢失，天主爱你，永远爱
你。”
尽管福音“扩大我们的心灵，使
我们明了天主爱的无限”，但我
们有时还是喜欢沉浸在“抑郁、
悲伤和专注于自己的宗教情愫
中”。面对如此的人类，天主爱
的行动是，为拯救我们，“天主
赐下了祂的独生子”。
教宗指出：“这就是爱的力量，
它捣碎我们自私的外壳，使我们
摆脱自我构建的安全区，推倒墙
壁和克服恐惧，从而能自由地给
予。”在耶稣内的天主的爱是如
此巨大，以至于“祂不能不把祂
自己给予我们”。

正如我们在那些生活于彼此分
享爱的人身上所看到的，“我
们爱得越多，我们就变得更有
能力付出”。只有在完全的自
我给予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喜
乐，就如同天主在赐给我们祂
圣子这事实上所显示的一样。
最后，教宗总结道：“生活告
诉我们，真正的喜乐来自我们
认识到我们被白白地爱，认识
到我们并不孤单，会有人与我
们分享梦想，当我们经历挫折
的时候，有人会帮助我们并引
领我们到达安全的港口。”
在弥撒结束之前，塔格莱枢机
代表所有菲律宾人，感谢教宗
主持庆祝弥撒：「我们为你带
来了我国7,641个岛屿的菲律宾
人的孝爱情谊。世界各地近一
百个国家中有超过一千万的菲
律宾移民。他们今天早上与我
们团结在一起。」
在简短地介绍了他的国家传扬
福音的历史之后（菲律宾为全
球教友人数第三多的教会），
塔格莱枢机说：「通过天主的
神秘设计，我们收到的信仰礼
物现在已由世界各地的数百万
基督徒菲律宾人分享。我们离
开了我们的家庭，不是为了抛
弃他们，而是为了照顾他们和
他们的未来。」

仰光（信仰通讯社）—昨天三
月十四日，缅甸天主教主教团
向全国各教区，以及政界、宗
教界和民间社会领导人发表文
告，指“在圣座的授权和鼓励
下，我们天主教会和所有善心
人士一起积极致力于在相互理
解与和平中实现这个国家的再
次崛起”。声明中强烈呼吁停
止各种暴力、公布圣座发来
的信从而在缅甸找到和平的道
路。
缅甸主教团主席，仰光总主教
区总主教貌波枢机签署的这份
声明中继续写到，“作为缅甸
天主教会领导人，我们祝你们
所有人平安。我们敦促缅甸各
派探索和平。近几个星期以
来，我们国家迎接了巨大的考
验。这一危机不会靠流淌鲜血
得到解决，你们要探索和平。
屠杀必须立即停止。有这么多
人死了。流淌的鲜血不是敌人
的血，而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的
血。我们是一个抱有一个梦想
的国家。我们的青年人生活在
希望中。我们不要变成一个毫
无意义的失望的国家。你们停
止屠杀、停止暴力。你们放弃

残暴的道路。释放所有无辜的
人。他们是我们的人”。
主教们还提到并引用了圣座国
务卿帕罗林枢机的信，圣座国
务卿是为了教宗对缅甸局势的
呼吁而写这封信的。特别是圣
座的信是为了“鼓励教会致力
于和平进程”。缅甸主教们还
透露，帕罗林枢机“重申了教
宗对缅甸全体人民兄弟般的团
结”；“以他的名义表达对缅
甸人民的团结之情”。

圣座国务卿的信中谈到了近期
教宗方济各对缅甸局势发表的
讲话（二月七日主日三钟经、
二月八日接见各国驻梵蒂冈
外交使节时的讲话）。教宗希
望“为公众利益服务、为了民
主的和谐和睦相处而推动社会
正义与国家稳定”。要求“不
要让缅甸人民的理想被暴力压
制”。
缅甸主教们提到的信中，帕罗
林枢机指出了二O一七年教宗
方济各访问缅甸期间同各界的
会晤。教宗对这个国家满怀
深情，鉴于教宗的这种情感，
帕罗林枢机鼓励缅甸教会领导
人与敏昂莱将军、全民盟领导
人昂山素季以及民间社会、宗
教界领导人接触，探索和平道
路。
貌波枢机签署的声明中继续表
示，“（帕罗林）枢机要求缅
甸教会转达教宗对这个国家的
担心和爱。此外，国务卿向所
有人传达这一信息，敦促我们
团结起来寻找对所有人的最大
利益，特别是满足我们青年一
代的希望、确保他们的尊严”
。
最后，缅甸主教们表示“和
平是可能的、和平是唯一的道
路。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
要求缅甸天主教会全体要不遗
余力地向着这一方向努力”。

教宗与塔格莱枢机共祭弥撒
庆祝菲律宾开教500周年

國家僧侶監察委員會正在準備一
份正式聲明，譴責對示威者的暴
力以及酷刑與殺戮。佛教寺廟和
學校都威脅停擺活動。
仰光（亞洲新聞）-  緬甸最權威
的國家僧侶監察委員會（Sangha 
Maha Nayaka）的邦委員會已要
求軍政府停止對示威者的暴力，
並指控“武裝少數群體”酷刑和
殺害無辜人民。委員會有望在與
宗教事務部長會面後於明天發表
聲明。
最權威的佛教僧侶的強勢立場
的 消 息 已 與 《 緬 甸 新 聞 社 》
（Myanmar Now）分享，該社是
軍政府與其他媒體合作的目標。
譴責暴力和殺戮是迄今為止佛教
僧侶世界對政變採取的最正式和
最嚴厲的立場。
至目前為止，僧人已經在曼德

勒、仰光、佩古、帕科庫等不同
城市參加了示威活動，但他們的
要求更為籠統：為國家和平和戰
勝邪惡。最近幾星期，有消息傳
出，與NdL（全國民主聯盟，去
年11月大選的超級贏家）關係
非常親密的僧人Shwe Nya War 
Sayadawa被捕。
在2007年針對當時的軍政府的所
謂“藏紅花革命”中，佛教僧侶
的罷工、禁食、遊行是根本。儘
管沒有取得切實的成果，但它有
助於引起國際社會對緬甸的關
注，從而開始了變革進程。
但是，在2007年之後，軍政府改
變了該國各個寺院的所有權力。
從那時起，國家僧侶監察委員會
一直試圖引導僧侶們擺脫政治問
題，這就是今天要站起來具有重
要意義的原因。

教宗与菲塔格莱
枢机共祭弥撒。

缅甸主教团主席貌波枢

緬甸佛教僧人反對政變
促停止對示威者的暴力

响应圣座国务卿推动和平 
缅甸主教团呼吁停止暴力

緬甸佛教僧人反對政變。

（真理电台讯）自今年2月15日
开始至3月16日，中国大陆已连
续30天没有出现新增的新冠肺
炎本土病例。据中国国家卫健
委网站数据，此前最后一例新
增本土病例来自河北，是在2月
14日发现的。鉴于目前疫情形
势逐渐好转，中国大陆各地教
堂正陆续恢复集体宗教活动。
另据教会人士提供的消息，现
阶段，四川、浙江、上海、北
京等地教会已发出恢复教堂开

放的通知，还有部分地区教会
正在准备或已启动开放教堂的
程序。
另据信德网快讯 继四川、浙江
之后，北京、上海、重庆、江
西、陕西西安、内蒙古包头、
赤峰等地已经或即将有序开放
宗教活动场所。
各地的通知都强调，恢复宗教
活动的场所，要按照宗教场所
疫情常态化防控化要求，切实
做好各项防控措施。

（梵蒂冈新闻网）在叙利亚爆
发冲突10周年前夕，教宗方济
各3月14日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
钟经祈祷后，再次为该国发出
呼吁。他沉痛地呼吁叙利亚“
冲突各方”，愿他们表现出善

意的迹象，“为精疲力尽的人
民开启一线希望”。教宗也祝
愿“国际社会再次下定决心作
出有建设性和一致的承诺”，
使冲突各方“放下武器，修补
社会结构，并开始重建和经济

复苏”。
叙利亚血腥冲突已造成了我们
时代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
一。教宗提到“心爱的和遭蹂
躏的叙利亚”的痛苦，“不计
其数的伤亡者，数百万的难
民，数以千计的失踪者，各种
破坏和暴力，以及所有人民，
尤其是最脆弱者、孩童、妇女
和年长者的巨大痛苦”。
最后，教宗邀请所有人向上主
祈祷，“愿心爱的和遭蹂躏的
叙利亚的痛苦不被遗忘，愿我
们的关怀重新燃起希望”。教
宗与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一
起诵念了一遍《圣母经》。
叙利亚于2011年3月15日爆
发了冲突，导致40多万人死
亡，1200万人流离失所，以及
大约总人口的60%，也就是1240
万人受到粮食不安全的影响。

近一个月无新增本土病例
中国各地教堂正陆续开放

教宗为叙利亚和平呼吁
愿世界帮助解决危机

叙利亚饱受战争和贫穷蹂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