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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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50：4-7；斐2：6-11；谷14
：1-15：47）
本主日的禮儀根據馬爾谷福音給我們
敘述了耶穌的苦難。耶穌同門徒們坐
席吃最後晚餐的時候，知道他的苦難
正在臨近。他知道猶達斯出賣了他，
或更確切地說，他允許他出賣自己，
指出了那一夜他所隱退的地方。耶穌
知道這一切，因此首先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你們中有一個與我同食的
要負買我。”
耶穌意識到這個如此可恥，如此違背
各種愛的罪過。另一方面，他也意識
到其他所有的門徒也會離開他，因此
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跌倒，因為有
記載說：‘我要打擊牧人，羊群就要
四散。’”
耶穌也知道，伯多祿將背離他。伯多
祿自信是個勇敢的人，能維護耶穌，
打擊他的仇人，因此他聲明：“即便
敘人都要跌倒，我卻不然。”但是，
耶穌卻知道，事實上，伯多祿比其他
人跌倒得更厲害，便向他說：“我實
在告訴你：就在今天，這一夜裡，雞
叫兩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
耶穌明知道這一切。站在他的立場，
任何人都會感覺極大的痛苦，對正在
向他逼近的不公義有內心的翻騰。耶
肋米亞先知處在類似的境況中祈求天
主報復他的仇人（見耶20：12）。在
遭受邪惡和不公義的對待面前，人心
的這種反應是自然的：進行反抗和要
求天主介入。另一種自然反應則是拿
起武器，自己伸張正義。
耶穌很了解這一切，他在最後晚餐中
將他的全部苦難提前完成。聖體聖
事正是這樣。耶穌拿起餅來，感謝天
主，掰開，遞給門徒們說：“你們拿
去吃吧！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
來，祝謝了，遞給門徒們說：“這是
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敘流出來
的。”耶穌用這些話和這些舉動提前
完成了他的全部苦難，使這個如此殘

酷、如此不義的事件成為愛的最大的
機會。聖若望說：“他既然愛了世上
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若13：1）
聖體聖事真是個將耶穌苦難的事件加
以改變的卓越聖事，因為耶穌將他的
苦難引向愛和盟約。耶穌的苦難本身
是一種決裂，因為他遭棄絕，被判刑
死亡，這個事件大概是人類生活中最
大的決裂了。但是，這個決裂事件被
耶穌提前轉變成盟約的事件。在這項
轉變和為得到轉變所必須具備的慷慨
的心懷面前，我們只有驚歎。
耶穌宣佈：“這是我的血，新約的
血，為大敘流出來的。”在這句話裡
發生了一項卓越的轉變，是極為慷慨
的愛的果實。整個苦難的事件被引向
了盟約，引向與天主的共融和與兄弟
的共融。我們每次舉行感恩聖祭時都
該記得在這項祭典中有耶穌的整個苦
難，這個苦難被引向了愛和盟約。
耶穌完成的這項卓越的轉變影響了最
後晚餐後所敘述的一切事情。
耶穌在革責瑪尼的莊園極端痛苦地向天
父祈禱。他處在極度焦慮的境遇下。他
真的取了我們人性，因此有我們的一切
焦慮和恐懼。他感覺到這一切所要發生
的事，心靈悲傷得要死，他卻以祈禱來
面對。他祈求父來介入，卻不願勉強父
做什麼。他說：“不要照我所願意的，
而要照你所願意的。”
耶穌將救他的方式的選擇留給父，而天
父也選擇了實在完美的方式：耶穌以死
亡的途徑被從死亡中救了出來。他一勞
永逸地得了救，因為他在復活後“就不
再死，死亡不再統治他了。”（羅6：9
）他取得的是徹底的勝利，這個勝利是
用他向天父的愛、向天父的積極意願完
全開放的祈禱獲得的。
耶穌祈禱之後，就是他的被出賣。猶達
斯口親耶穌，為讓同他一起來的兵士們
認出耶穌，耶穌便被逮捕。這些由司祭
長、經師和長老派來的兵士們對待耶穌

如同對付強盜一樣，這為耶穌是很大的
侮辱，耶穌提出了這一點。但他再次將
自己交給天主的計畫，遂說：“但這是
為應驗經上的話。”
在耶穌受審判的情節中突出了格外重
要的兩點。第一點提出耶穌說過的話。
有不同的證據反對他，但此處只提出一
個：就是他說過的拆毀這座聖殿，三天
內要另建一座。福音的作者注意到這
個證據不相符合，因為他們控告耶穌
說：“我們曾聽他說過：我要拆毀這
座用手建造的聖殿”，事實上他說的
是：“你們拆毀這座聖殿，三天之內，
我要把它重建起來。”（若2：19）耶
穌說的這句話，是指他自己的身體，經
由死亡和復活所轉變的他的人性。
在公議會審判中的另一個重點是關於耶
穌的身份。大司祭問他說：“你是默西
亞，那應受讚頌者的兒子嗎？”。耶穌
說：“我是！”他並宣佈：“你們要看
見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邊，乘著天上的
雲彩降來。”耶穌將受光榮，將坐在天
父的右邊，介入人類的歷史。
這個決定性的回答導致耶穌的被判刑。
他知道作出這個答復必引起判決。事實
上，大司祭立即說：“何必還需要見證
呢？你們都聽見褻瀆的話了。”
在耶穌被審判的情節中我們可以注意
到他的兩個表示：第一個是許諾在老的
聖殿被摧毀後要另建一座；第二個是關
於他的身份：他是天主子，將在天父
面前受光榮。這兩個表示在受苦難的?
述中再次提到。當耶穌懸在十字架上的
時候，路過的人都嘲笑他說：“哇!你
這拆毀聖殿，三天內重建起來的，你從
十字架上下來，救你自己吧！”他們說
的是耶穌許下的工程，但他們說的不確
切，因為他們說：“你這拆毀聖殿的”
，而事實上，拆毀聖殿的不是耶穌，而
是他們。重建聖殿卻真的是耶穌的工
程，他在復活後完成。
在第一篇讀經中部分提到了詩歌中
的一段。在這段詩歌中上主的僕人

說：“我並沒有違抗，也沒有退避。
我將我的背轉給打擊我的人，把我的
腮轉給扯我鬍鬚的人；對於侮辱和唾
汙，我沒有遮掩我的面。”可見，默
西亞受屈辱的命運和他受的痛苦在舊
約聖經上已經預言了。
耶穌知道該留在十字架上才能讓人相信
他。他所想的與大司祭、長老和經師們
所想的剛好相反。耶穌不該以勝利的默
西亞的面目出現，而以上主的僕人的
形象出現，為愛天父和愛人接納一切侮
辱和痛苦。十字架上激起人對耶穌的
信德，因為十字架顯示了他無窮的愛。
耶穌的確表示：“但為叫世界知道我
愛父，並且父怎樣命令我，我就照樣去
行。”（若14：31）他又說：“人若為
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
的愛情了。”（若15：13）
十字架是耶穌的愛的最大體現。相信
他便成了相信他的愛。如果他以勝利
的默西亞的面目出現，對他的相信會
是膚淺的：相信的會是人性的一個勝
利。相反，真正的信德是相信天主的
愛的勝利，因此，耶穌儘管受到了這
一切挑釁，卻留在十字架上，接受死
亡。
十字架的奧跡以兩個恰如其分，十分確
切的標記得到了解釋。一方面，十字架
的奧跡是天主子為表現天主的愛而接納
屈辱和痛苦的奧跡。另一方面，是聖殿
改變的奧跡，這座聖殿被摧毀，又以全
新的方式重建起來。這個用人手建起的
聖殿被摧毀，但藉著耶穌的苦難，三天
內建起另一座非人手所建的聖殿：它是
耶穌復活的身體的聖殿，我們是他的身
體的肢體。
耶穌的受難從人的眼光看是個災難、
痛苦的事件，其實它也是個積極的事
件。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一件
積極的事件。耶穌的苦難是天主的愛
的最徹底的體現。
作者：阿爾貝．范諾怡
耶穌會樞機主教

陳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年3月24日

若望福音，這位福音使者如同老鷹，飛
翔在天空，從高空中俯瞰這世界，立足
在人間，仰望凝視藍天白雲，他視野之
遼闊，和在井底之蛙，仰望所看到的天
空，何其的不一樣。如果能夠騰雲自由
的敘翔，有誰願意被捆綁在山洞裏，在
井底下，一切僅能憑著被限制的世界來
解讀世界？
在井裏的，在山洞的，走出來，逐步的
攀登到高山，深探浩瀚無邊的宇宙，
我們在天主的眼裏，那還是井底之蛙。
那依然是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感官的視
野所能看到的世界。若望福音的福音代
表，老鷹的視野，依然有限，而若望所
看到，自由中的極緻只有，原來是在主
耶穌基督的眼中所看到世界，才是真正
的自由。

就
正
如人的法律，讓人所失去的生命，那
不算真正失去生命；最後的死亡，誰在
烈火中，還能在火中走來走去，絲毫沒
有受傷，除非我們成爲了真正屬神的孩
子。一名屬神的孩子，依然會被人的法
律所捆綁，但靈魂一旦走入主的胸懷，
沒有任何可以傷害他，也必從烈火中被
救出來。這正是作爲人法律下的奴隸
和作爲天主法律下的奴隸，所彰顯的差
別。
先知達尼爾的神視，看到了天使是如何
來解救信賴祂的僕人，在地獄永火中的
生命；大德蘭地獄中的神視，明白了一
個真理，世界再怎麽苦，都不要失去主
耶穌基督；如果我們無法擺脫奴隸的命

運，選擇在人間，背起主耶穌所背的十
字架。亞巴郎甘願成爲服從主的僕人，
全心，全靈，全意的為自己的主做事，
如今其子孫卻做了其祖先所不敢做的；
作爲一個天主的孩子，耶穌基督卻做了
亞巴郎所做的，而竟然被亞巴郎的子孫
所殺害。聖若望告訴這些亞巴郎，也是
自己的弟兄們，雖然他們不認耶穌基督
為天主子，但耶穌基督依然承認同屬一
個父的孩子，並為他們，沉默的奉獻自
己的生命。
那一個是自由的？昨天我做了一個結
論：死在自己罪惡中，或許我們不知道
那是怎麽回事。或許活在基督的生命
中，可以讓我們品嘗，離開罪惡時的美
麗。我今天要說，選擇罪惡，本性欲望

的滿足，看來真的快樂；活出基督，看
來真的是很痛苦，但是何者是愚妄的，
何者是自由的，不需要等到在天國答案
才能見分曉。
若望充滿神視恩寵，成爲了真正的默觀
使徒，明白了真正的自由就是耶穌基
督，從天主那裏來的自由；魔鬼的自由
將會帶來更多的束縛。所以大德蘭給了
我們如此珍貴的教導：棄絕魔鬼的安
慰，下定決心，唯獨幫基督背十字架，
如同一位好騎士，他們願意無薪俸地效
忠國王，因爲他們的薪酬是確定的。《
自傳》十五章11節。
大德蘭說：回到這個思想：萬物必將終
窮，有天堂，也有地獄，及其他類的
事，下定決心，跟隨十字架的道路，
且不想望安慰，這才是成全之路。《
自傳》十五章12，13節。大德蘭也認清
了，屬於魔鬼的謙虛，讓人筋疲力竭，
唯有在天主内的謙虛，泰然安適。

圣枝主日及纪念耶稣的苦难日
耶稣苦难最彻底体现天主的爱

在天主内的谦虚



HERALD March 28, 2021 Xian Feng Bao 19

在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
教宗方济各省思了在与圣母共融
中的祈祷。教宗指出，由于新冠
疫情的缘故，不少人临终时没有
挚爱在身旁宽慰一二、孤独地与
世长辞；尽管如此，圣母玛利亚
依然在这些临终者的病榻边予以
陪伴。
（梵蒂冈新闻网）在普世教会准
备庆祝天使报喜节的日子里，教
宗方济各于3月24日周三在公开
接见活动中省思了童贞荣福玛利
亚满怀母爱地转求的美好。教
宗当天继续以祈祷为题的要理讲
授，阐述了「在与圣母玛利亚的
共融中祈祷」。教宗首先指出，

耶稣位于基督徒各种祈祷的核
心。「我们向天主献上的每个祈
祷都是『藉著基督、偕同基督、
在基督内』完成的，仰赖祂的代
祷」。
教宗接著表示，基督是我们与天
父之间的中保。这事实为基督徒
在祈祷中诉诸的其它关系赋予意
义，而其中首要的关系便从童贞
圣母开始。圣母玛利亚「在基
督徒的生活和祈祷中占有独特地
位，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
东方教会以希腊文称之为指路者
（Hodegetria），意即：她为我
们指出通往圣子耶稣的道路。教
宗阐明，关于圣母玛利亚的一 切，都「完全指向」耶稣基督。

在加尔瓦略山上，被钉十字架的
耶稣把祂的母亲托付给祂钟爱的
门徒。于是，圣母玛利亚也与教
会的全体成员建立了母子关系。
教宗表示，「从那一刻起，我们
大家聚集在她的斗篷下」。正如
圣母玛利亚在圣子耶稣咽下最后
一口气的时刻不离不弃那样；同
样地，只要我们诵念《圣母经》
，她就会陪伴临终的人。「她
的儿女告别尘世的时刻，圣母玛
利亚始终临在于他们的床边。如
果有人孤苦伶仃、遭到遗弃，她
就在那边，与之同在，如同她在
她亲子遭众人遗弃时守候在侧一
样」。

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各种防疫
限制，很多人在医院里孤独地离
世，但是圣母玛利亚在那些孤独
者的病榻边予以陪伴。她以「慈
母的温柔」伴随著那些缺乏挚爱
安慰的临终者。教宗说，「对圣
母的祈祷不会白费。她聆听我们
的声音，即使那些呼声停留在我
们心中」、并未宣之于口。
教宗最后总结道，圣母玛利亚时
时刻刻守护著她的儿女，保护我
们远离危险，就算是在我们陷入
迷路等危机时也不例外。「圣母
玛利亚在那里为我们祈祷，为所
有不祈祷的人恳求，因为她是我
们的母亲」。

教宗在3月21日的三钟经活动
中指出基督徒和团体的重大责
任：以奉献于服务的生活作见
证。教宗也提到当天意大利举
行的纪念黑社会受害者日和22
日的世界水日。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
于3月21日正午在梵蒂冈宗徒
大楼图书馆举行诵念三钟经活
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指
出，耶稣是“隐藏在地里的种
子，随时愿意为结出丰硕的果
实而死”。教宗以这番话来解
释当天所读若望福音中记述的
一件事：耶稣在受难的几天
前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有
些希腊人想见祂。教宗说，
从这些人的要求，“我们可以
发觉，在每个地方、每个时代
都有许多人向教会做出这个要
求”。对这些希腊人的要求，
耶稣的回答是：“人子要受光
荣的时辰到了。” “一粒麦
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
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
许多子粒来。”教宗解释，若
想认识并了解耶稣，就必须观

看“死在地里的种子”，必须
注视“十字架”。

教宗于是谈到十字架的象征。
他指出，世世代代以来，十字
架已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卓越象
征。今天仍然如此。谁若想看
见耶稣，他首先见到的是苦
像，是十字架，是圣堂中、信
徒家里或佩戴身上的十字架。
而十字架所表达的，是爱、服
务、毫无保留的自我奉献。教
宗说：“只有这样，（十字
架）才能是‘生命之树’，才

能是丰盛的生命。”
教宗接著说，今天仍有大量人
即便不说出来，（心里）也清
楚地“渴望看见耶稣，与祂相
遇，认识祂”。因此，作为基
督徒和基督徒团体，“我们应
该以自己的奉献于服务、合乎
天主风格的生活见证来回应他
们的渴望”。教宗解释，天主
的风格是：以爱的行动实际亲
近、了解他人，并以和蔼的态
度对待他人。这样，天主便会
以祂的恩宠令我们得以带来丰
硕的果实，即便这种子落在因
不了解、困难或迫害等造成的
干旱土壤中。
在诵念三钟经后，教宗提到当
天意大利举行的纪念黑社会受
害者日，他提醒说，世界许多
地方都存在著黑社会利用疫情
大流行谋利的现象，教宗也提
到次日，22日是联合国制定的
世界水日，教宗说，水是天主
恩赐的美妙和不可替代的礼
物，水不是商品，水是一个
普世的标志和生命及健康的泉
源。

教宗公开接见：圣母不离不弃
亲近在疫情中孤独离世的人

在世界水日当天，教宗方济各向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发表了一份讯息，重申务必
珍惜这个不可或缺的资源，迫切
需要改变生活模式和用词来保护
水资源。全球必须互相合作，以
期公平分配世界上的水资源。这
份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
签署。
（梵蒂冈新闻网）适逢世界水
日，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签署
了一份以教宗方济各的名义发出
的讯息，其核心是对于水资源的
责任感和照料。在这个国际日当
天，世界各地动员起来，对这个
不可或缺的生命之源投以适当的
重视，恰如今年国际日的主题：
珍惜水。在国际日活动的机会
上，帕罗林枢机通过视频向联合
国粮农组织高层发表讲话，指出
「这个资源并未得到它应有的照
料与关注。浪费、忽视或污染水

资源」，乃是今天一再犯下的错
误。
在科技进步的21世纪里，存在著
各式各样与水资源有关的问题。
首先是对贫困国家欠下的债务，
时至今日仍无法让每个人都能取
得安全的饮用水。诚如教宗在《
愿祢受赞颂》通谕中所言，水资
源是「人类的基本权利，是行使
其它人权的条件」；水资源攸关
众人的福祉，无一例外。人人都
有权利适当地取用水，好能过上
有尊严的生活。
帕罗林枢机指出，这点如今与「
气候变化的有害影响」息息相
关：洪灾、干旱、冰川融化、地
下水匮乏，这一切的现象危及水
资源的质量，阻挠宁静又富饶的
生活。问题恶化的原因之一在于
「用过即丢的文化和冷漠的全球
化猖獗，从而造成人类觉得自己
有资格掠夺并耗尽受造界」。此

外，全球疫情加剧
了社会和经济的不
平等，凸显出那些
最有需要的人缺乏
水资源所引发的损
失。
因此，只需要想想各种污染水资
源、海洋、河川的形式，以及不
符合公益的生活模式。帕罗林枢
机在讯息中展望未来和后代子孙
的生活，恳请启动那寻求真善美
的教育进程，以真善美作为在消
费、储存和投资方面做选择的动
力。藉著生活模式的调整，用词
也能变得语带尊重，好能在「珍
惜水资源」等领域继续前行，切
合本年度的主题。
圣座国务卿表示，「与其谈论水
资源的消耗，不如说我们必须按
照实际需求，秉持尊重他人的原
则，合理运用水资源」。「我们
如果简朴度日，以团结互助为核

心准则，我们便能合理运用水资
源，不会作出无谓的浪费，并将
能与那些更有需要的人分享水资
源。举例而言，我们若是能保
护潮湿地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量，保障小型农业的灌溉，改善
农村和低收入团体的适应能力，
确保水源的供应，那么他们必将
从中获益」、减轻负担。
此外，重视水资源也意味著承认
水资源的质量与粮食安全之间的
关联，不论是在水源供应还是卫
生健康方面都是如此。事实上，
水资源是「粮食系统各个面向」
的基础，涉及粮食的生产、加
工、制作和分配。获得安全的水
资源和适当的卫生设施，有助于
减少粮食污染和预防疾病传染。

为此，帕罗林枢机呼吁「毫不迟
疑地采取行动」，让所有的人都
能公平地获得水资源：请勿浪费
水资源、把水资源商品化或是污
染它。各国之间、公部门与私部
门之间应当彼此合作，跨政府组
织需要互相支持。除此之外，枢
机也敦促要以「有法律约束力的
全面保护和系统性的有效支持」
来确保世界各地能获得品质和
数量均等的水资源。圣座国务
卿最后表示，我们应当「尽快
给口渴的人水喝，改正我们的
生活模式，不浪费或污染水资
源，并要成为善的主角。那份
善引领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把水
描述成『极其谦逊、珍贵又贞
洁』的姊妹」。

在世界水日致函联合国机构
教宗促不浪费不污染水资源

教宗主持三钟经活动。

缺乏水资源败坏环境。

教宗方济各接见罗马宗座菲律
宾公学的师生，叮嘱他们应“
了解过去，为未来作准备，并
充分经验当下的生活，使之成
为在圣德中陶成与成长的机
会”。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
3月22日在梵蒂冈接见罗马宗
座菲律宾公学的师生，与他们
一起庆祝公学成立60周年。在
接见中，教宗与他们分享了一
些“时光岁月”的话题，时光
本身就是天主所赐的礼物，“
需要人负责任地表达我们对天
主的感恩，行善事并以望德展
望未来”。
教宗首先邀请师生们回顾自己的
历史，他表示，从已逝去的岁月
开始浏览我们的“家庭相册”，
这个机会让我们记住我们来自哪
里，我们的信仰经验和为福音作
的见证，是福音造就了今天的我
们。对于司铎来说，教宗说：“
我特别想到我们发现我们圣召
的那个历史时段，我们第一次回
应天主召叫的时刻和我们晋铎的
那一天。”教宗勉励在场的司铎
们：“每当你们身心疲惫时，请

回顾你们的历史，这并不是为了
在理想化的往事中寻求庇护，而
是要重新获得你们‘初恋’时的
动力和热情。”
“如果往事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
认识到我们信德和圣召的坚定，
那么‘未来’就会扩展我们的视
野并教导我们望德。”
教宗提醒道：“展望未来应避免
在未来寻求避难的诱惑，不要安
于现状；不要总是个拖延、因循
守旧者；不要生活在反复的‘自
我麻痹中’；不要得过且过让时
光悄悄流逝。”教宗解释，以积
极的观念展望未来，意思就是要
拥有一个“先知性的眼光”，也
就是“看到各种可能性，以合乎
自己圣召的精神将其实现，作天
主手中温顺的工具”。
接著，教宗把话题转到时光岁
月的“当下”时刻，教宗强
调，“现在是决定性的时刻”
也是充分利用牧灵经验的时
刻。最后，教宗强调，重要的
是要“了解过去，为未来作准
备，完全生活体验出当下的时
刻，使之成为在圣德中陶成与
成长的机会”。

教宗接见罗马菲律宾公学师生
勉励以先知性眼光展望未来

教宗：十字架为基督徒的象征
若想看见耶稣就须注视十字架

教宗主持公开接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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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讯)吉隆坡总主教廖
炳坚于3月24日（星期三）下午6
时，在疏邦再也的圣弥额摩尔堂
主持今年度总教区的祝圣圣油弥
撒。参加的神父多人，但为遵守
防疫安全措施，教友出席的人数
受限制。弥撒进行了线上直播。

教会祝圣圣油是年度盛事，并
由总主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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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油有三种：
为候洗慕道者准备的圣油、病
人敷油圣事用的圣油以及在圣
洗领坚振和圣秩圣事中使用的
圣油。
教廷驻马来西亚新任大使查鲁
斯基总主教于上周向最高元首

递交国书后，也参加了这次的
圣油弥撒；弥撒的共祭者还有
荣休总主教巴吉安等。
总主教廖炳坚在证道时说，神
父们今天为他们牧职重发誓
愿。我们今天面对诸多挑战，
尤其是在行动管制令期间，教
堂不能操作，没有教友来教
堂，难免感到孤独和不惯。
他说，在这样的时期，是我们
自我检讨的时候，并为各种事
件累积经验，藉以提醒我们作
为牧人的召叫。
总主教感谢司铎们坚持自己的
责任，继续照顾教会的子民。
福音也指出，我们要照顾所有
人，包括不能到教堂的。我们
要走出去，照顾弱势者，带给
他们支持、自由与智慧。还有
在防疫封城期间，也产生了新

的穷人，需要我们的关怀。
廖炳坚总主教也鼓励神父门在
重发誓愿时，重新点燃他们晋
铎时决心为主为民效劳的炽热
火焰，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

总主教证道过后，由三位神父
把盛有三种圣油的瓮捧进教
堂，放在祭台旁由总主教祝
圣。
在弥撒结束时，廖总主教致辞

说，圣周即至，但新冠疫情犹
在，堂区神父以及各应对小组
必须小心翼翼，现在连圣若望
主教座堂都得关闭了。
他呼吁大家提高警惕，严格遵
守各种防疫措施，以便大家能
够健康与安心的庆祝圣周和复
活节，我们也不要忘记为本区
域面对困难的人民祈祷，他们
包括疫情仍重的印尼，以及发
生动乱的缅甸人民。

古晋讯）砂拉越基
督教会联合会于今年
3月20日，在线上召
开第六届两年一度的
大会，古晋天主教会
总主教傅云生再度蝉
联为主席。

参加线上会议的共
有52人，他们代表了
砂拉越州12个省各教
会、附属会员、基督
教会联合会分会的主
席和秘书等。

总主教傅云生众望所归，再
度当选为联合会主席，圣公会

的当纳主教当选为
署理主席；另重新
当选的副主席有黄
彼 德 ， 秘 书 安 布
鲁斯以及财政许如
伟。

大会也委任4名委
员，连同原有的6
名委员，以加强组
织的领导层。

该联合会认同，
今年较早时吉隆坡

高庭判决，基督徒可以使用“
阿拉”的字眼，是一种符合民
事法的决定。

（吉隆坡讯）教廷驻马来西
亚新任大使查鲁斯基总主教
已于3月18日在此间国家皇
宫，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
都拉阿默沙呈递国书，正式
出任教廷驻马来西亚大使。
当天向最高元首呈递国书的
还有中国大使欧阳玉靖和美
国大使麦费德等十人。
查鲁斯基大使是于今年1月21
日抵达吉隆坡履新，新大使
也是兼驻汶莱的宗座代表。
新大使是原任驻非洲布隆迪
的教廷大使，他是填补已经
离任的前教廷大使马里诺总
主教的空缺。 马里诺总主教
已经调升梵蒂冈担任要职。
查鲁斯基总主教抵马后，由
于新冠肺炎的大流行，而须
先行接受新冠肺炎的检测，
然后到教廷驻马来西亚大使
馆进行居家隔离。
查鲁斯基总主教于1960年4月
5日出生，他的出生地是波兰
中东部的立尼沃。

新大使于1985年6月1日晋铎
为一名神父。他曾考获教会
法典学位，于1989年7月1日
加入罗马教廷的外交服务，
先后出使多个国家，包括布
隆 迪 、 马 耳 他 、 阿 尔 巴 尼
亚、詹比亚、斯里兰卡、格
鲁吉亚、乌克兰、菲律宾和

危地马拉。
2014年7月15日，教宗方济各
委任他为驻布隆迪的教廷大
使，晋升为总主教。同年8月
9日，梵蒂冈国务卿佩罗林枢
机祝圣他为总主教。
现年60岁的新大使懂得多种
语言，包括波兰语、英语、
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及俄语。
马来西亚是于2011年与梵蒂
冈建立外交关系，属于和梵
蒂冈有邦交的少数穆斯林居
多的国家之一。

（吉隆坡讯）紧随3月28日的圣
枝主日之后，天主教重要的节
庆圣周接接踵而至，至4月4日
的复活节为庆典的高潮。由于
吉隆坡总教区的圣堂已由3月13
日起重启公开弥撒，对于教会
重要节日的来临，廖炳坚总主
教发出有关庆祝这些节日的礼
仪和安全指南，以供堂区和教
友遵守，确保大家能有安全与
具有意义的庆祝。
在总主教的指南中，列出了圣
枝主日弥撒和圣周主要弥撒或
礼仪的安全措施，包括有部分
的礼仪加以精简，以策安全。
由总教区主教署秘书长蔡锦华

神父于3月21日签发的通告说，
有鉴于当局标准作业程序的限
制和公共卫生的实施，廖炳坚
总主教批准了有关圣周四主的
晚餐朝拜圣体的指南。
当天弥撒领圣体之后，在圣盒
内的圣体须放在教堂的主要祭
台上明供。领圣体和祈祷之
后，神父应邀请教友在教堂内
朝拜圣体，为时几分钟，然后
才迁供圣体至别处， 而教友应
保持在原地。
指南认为，堂区神父可以不必
迁供圣体至别处，而继续把圣
体放在教堂的主要祭台上，直
至朝拜时段结束为止。教友须

保持肃静，朝拜后即离开圣
堂。
如果圣体供奉是设在不同地
方/房间，须遵守的作业程序
包括该不同的地方/房间须空
气流通；另外要有供扫描的
MySejahtera （只供没有参加主
的晚餐弥撒的教友使用），以
及要为教友测量体温。
另一方面，须控制朝拜圣体
的人潮，保持人身距离，并
遵守场地只容30%的参加者的
SOP。指南建议教友作事前登
记，或分批进行朝拜。
参访其他教堂
指南说，教会传统的到7间教堂
朝拜圣体，在疫情之下为防范
传染，这种传统今年须暂停。
教友应在他们自己的教堂朝拜
圣体。朝拜圣体的最迟时间是
晚上11时30分。

教廷驻马大使查鲁斯基      
向最高元首呈递国书

隆总教区拟定圣周四指南      
教友朝拜圣体需严守防疫

廖炳坚总主教祝圣圣油。

廖炳坚总主教主祭圣油弥撒
促教友严守程序安度圣周

傅云生总主教众望所归
蝉联砂基督联合会主席

（吉隆坡讯）据总教区联络和媒
体办事处披露，圣若望主教座堂
主任雷纳德蒙席接受新冠肺炎检
测后，于3月22日证实属阳性。
雷纳德蒙席已于3月23日进入医
院，接受观察和治疗。他的症状
属轻微，请教友们为他的治愈祈
祷。
联络和媒体办事处的文告说，总
教区危机管理工作组劝告凡在3
月18日及之后，曾经与雷纳德蒙
席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士，须进
行为期10天的自我隔离，并遵循
卫生部的指示进行检试。如果被
卫生部认定为潜在危险者，公共
卫生官员将会与你接洽，以展开
检测。
另一方面，继八打灵再也圣母升
天堂之后，一名教友在吉隆坡
圣若望主教座堂参加了主日弥撒
后，被确诊患了新冠肺炎。
该教友是于今年3月19日（星期
五）参加了下午12时半的苦路善
功后，再参加下午1时的弥撒。
由总教区联络和媒体主任碧特丽
霞发出的文告说，该教友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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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告说，该教友于第二天出现
轻微的症状，到3月22日接受检
测；检疫之后属阳性，证实为新
冠肺炎。总教区的危机管理工作
组于22日晚上获得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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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告指出，当天曾参加了苦路善
功及弥撒弥撒的教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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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若望主教座堂堂于举行过所
有的公开弥撒后，即依照标准
作业程序，为教堂的内部消
毒。
该堂主任雷纳德蒙席于和廖炳
坚总主教商讨过后，并为预防
起见，决定暂停该堂所有的公
开弥撒，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教友们也获通知，他们参加主
日弥撒和其他庆日弥撒的义
务，获得总主教的豁免。

神父教友先后确诊新冠病       
圣若望主教座堂暂停弥撒

教廷大使查鲁斯基向元首呈递国书，

三位神父将圣油捧入教堂。

傅云生总主教
蝉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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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坡（亚洲新闻）–在周末，
科伦坡总主教区的天主教徒在
马尔科姆·兰吉斯枢机（Card 
Malcolm Ranjith）的领导和支持
下诵念玫瑰经，要求“圣母玛利
亚代祷”，以为受害者求取2019
年复活节主日大屠杀的真相和正
义。 。
在星期天晚上，作为与黑色星期
天纪念活动有关的举措的一部
分，神职人员和宗教人士聚集在
特瓦特的兰卡圣母大殿。
教会领袖领导了一场沉默而和平
的抗议，随后是信徒们进行抗
议，以强调迄今阻止了对真正罪
犯的惩罚的低效率和掩盖行为。
正如该位斯里兰卡主教所指，天
主教徒的重要约会是大屠杀的第
二周年纪念日4月21日。他们警告
说，如果正义不能伸张，“我们
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抗议弥
撒。”
最近，兰吉斯枢机敦促该国的天
主教徒在主日弥撒结束时在家中
和教堂里念玫瑰经。
主教主持了特瓦特大殿的祈祷，
该教堂祈祷直播由天主教广播公
司TV Verbum负责，以三种不同
的语言进行直播。
活动从晚上7点开始，进行了火炬
游行，随后游行队伍由总主教区
的神父，男女宗教人士参加。随
后是圣咏和圣歌，要求圣母玛利
亚代祷。
在玫瑰经的每端之前，庆祝者提
到祈祷的特殊意愿：对于国家

领导人，他们可以追求真理和
正义，并确保国家的安全；为了
兰吉斯枢机和主教会议的成员、
神父和宗教人士，他们希望有力
量和勇气在这场争取正义的斗争
中与人民站在一起；对于袭击的
受害者，愿主赐给他们永恒的安
息，并向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们提
供慰藉；以及以僧伽罗语，泰米
尔语和英语进行的特殊援引，可
能会为复活节主日大屠杀的作者
和赞助者提供启示。
兰吉斯枢机在讲话中援引天主，
要求他注意从他的人民中冒出来
的“痛苦的呐喊”，并为他的“
无意义的暴力”行为“伸张正
义”。对他来说，“某人怎么可
能以你的名义实施这种暴行？”
主教继续敦促天主“忍受那些想
要“回到爱心”的人们的痛苦，
他们需要“勇气和力量”继续“
寻求正义”的旅程。
科伦坡总主教毫不掩饰过去两年

中在寻求有关袭击真相的过程中
出现的“巨大困难”，而这些袭
击仍然“笼罩在黑暗中”。
“事实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查。自
私的政治家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似
乎使一切努力降温了”，但“
噢，天主啊，您没有什么是不可
能的，”“我们要求伸张正义”
。敌对的“力量或挑战无关紧
要”，因为“我们共同前进，直
到伸张正义”。
最后，枢机主教敦促神父和宗教
人士在这场斗争中保持团结与坚
定，这是对全体人民需求的回
应。他说：“我们并不害怕。” 
“我们仍然在向我们的主，正义
之主，爱之主的精神祈祷中团结
一致，以便我们可以履行我们的
使命，而他可以在此方面帮助我
们。 ”如果到4月21日仍未伸张正
义，“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以新
的活力继续抗议。”

首尔（信仰通讯社）—韩国首
都首尔总主教区总主教廉洙政
枢机接见在韩国进修的缅甸学
生和劳工时表示，“我们将与
缅甸人民在一起，直到实现完
全民主”。廉枢机还鼓励了缅
甸民主运动。首尔总主教区新
闻办公室向本社介绍，廉枢机
保证将帮助和支持缅甸人民
度过这一国家历史上的艰难时
刻。
一名在场的缅甸学生生动地介
绍了缅甸目前局势，强调“情
况比媒体报道的恶劣得多”。
缅甸军人切断了国内手机互联

网、额外部署了大批军队残酷
镇压示威民众。获接见的缅甸
移民表示，“尽管军人镇压，
但我们认为民主运动是我们这
一代人真正赢得民主的唯一的
可能”。
另一名学生表示，“我认为缅
甸的现状不仅是内政问题，而
是全球性的，应该得到国际社
会的关注和立竿见影的支持。
为此，今天，我在这里，作为
缅甸公民要呼吁关注这一问
题、要求你们支持缅甸的和平
抵抗”。
廉枢机回应了他们的话，充分

展示了对缅甸全体人民的深切
同情，表示韩国教会过去也
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和问题。最
后，廉枢机用教宗方济各三月
六日在伊拉克访问期间向当地
宗教领导人发表的讲话鼓励青
年们，“和平不要求胜利者和
失败者，而是兄弟姐妹。尽管
有过去的误解和创伤，他们走
在从冲突到合一的道路上”。
教宗方济各3月17日在周三公开
接见活动中为缅甸发出呼吁，
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
的关注。他说：“再一次，我
悲伤地感觉到迫切需要为缅甸

的悲惨处境发出呼声，那里有
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为带给
国家希望正面对死亡。我也跪
在缅甸的街头，说：请停止暴

力。我也张开双臂，并且说：
愿对话得胜。流血无法解决任
何问题。愿对话得胜。”  

科伦坡天主教会颂念玫瑰经
为复活节主日大屠杀求真相 （汶莱讯）诗里亚无玷

原罪圣母教堂主理梁顺
才神父被擢升为副主
教，即日起称为梁顺才
蒙席。
沈高略枢机3月22日，
在斯市圣母升天堂主持
圣油弥撒中作出这项宣
布。现场包括堂区副主
理艾凌神父、马来奕圣
若望教堂主理施保禄神
父，三个堂区牧灵议会
成员，以及各组织的领
袖。
沈 枢 机 的 任 命 状 提
到，“我渴望以最高程
度履行我的职责，鉴于
我现有的情况，不能善
尽委托给我的所有职
务，我决定选择梁顺才神父
作为助理，协调并处理一切
行政事务，以善尽委托给我
的职务。
“此时，我任命梁顺才神父
为副主教，他在教义上的健
全学识、正直和明智处理事
务的经验是众所周知的，作
为我的副手，特别是根据教
会法典481条的规定”。
沈 枢 机 说 ， “ 有 了 这 个 任
命，我授予你所有的权限，
法律规定和特权，这是给予
副 主 教 享 有 法 律 所 给 行 政
权。我宣布你的任命立即生
效， 并在我面前进行信德宣
言，教会法典833条。” 这项
任命状授予副主理艾凌神父
代读。
随即，梁顺才神父在沈枢机
面前宣发信德宣言，应遵圣

经、传承、礼仪、教会的训
导和生活。礼毕，沈高略枢
机宣布梁顺才蒙席，在场的
百 名 信 众 报 以 热 烈 掌 声 祝
贺。
在弥撒中三位神父在沈枢机
前也重发司铎誓愿，祝圣圣
油弥撒是实现主教司祭职圆
满无缺的主要方式之一，并
且是主教与他的司铎团彼此
紧密团结、为信友服务的标
记。
沈枢机在弥撒中祝圣的圣油
有三种：为慕道者准备的圣
油、病人敷油圣事用的圣油
以及在圣洗坚振和圣秩圣事
中使用的圣油。
此弥撒也进行线上直播，让
那些居家的信众也能在线上
参与圣油弥撒，以及擢升梁
顺才为蒙席的庄严礼仪。（
取自汶莱盼季刊）

科伦坡总主教区诵念玫瑰经。

首尔总主教接见缅甸学生。

汶莱沈高略枢机委以重任
梁顺才神父升任副主教

首尔总主教廉洙政枢机说 
韩国教会与缅甸青年同在

沈枢机委任梁顺才神父为副主教。

（真理电台消息）今日（3月19
日）大圣若瑟瞻礼，云南教会
迎来了一件喜事：大理教区两
位景颇族执事——跑中糯翁和
金相楠，晋升为司铎。
晋铎典礼于上午9时30分在大
理古城天主圣三堂隆重举行。
典礼由昆明教区马英林主教主
礼，来自大理、昆明及昭通三
个教区共30位神父共祭，受新
冠疫情影响，本次参礼教友人
数被限制在200人。
在弥撒讲道中，马英林主教劝
勉教友善度“大圣若瑟年”
与“爱的喜乐家庭年”，同
时，马主教也祝贺两位新神父
开启铎职生涯，并邀请信友们
为新神父祈祷。新铎代表跑中
糯翁神父在致辞时，对中国及

当地教会以及所有支持他们的
人表示了感谢。
据悉，此次晋铎的两位神父是
中国景颇族被祝圣的第五和第
六位神父，也是大理教区改革

开放后祝圣的第五批神父。典
礼结束后，马英林主教与六位
景颇族神父进行了合影留念。
高隆邦·金相楠神父，生于
1990年12月5日；2011-2013年
在昆明教区红河总铎区烂泥
箐耶稣圣心堂参加传道员培训
班；2013-2018年就读于中国
天主教神哲学院；2020年9月30
日晋升执事；2021年3月19日晋
铎。
若瑟·跑中糯翁神父，生于
1994年3月；2011-2013年在
昆明教区红河总铎区烂泥箐
耶稣圣心堂参加传道员培训
班；2013-2018年就读于中国
天主教神哲学院；2020年9月30
日晋升执事；2021年3月19日晋
铎。

云南大理教区隆重弥撒
喜添两位景颇族新铎

典礼结束后全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