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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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姐妹们，
今天是天主圣三节，天主圣三的道理
或许为很多做神学的人都感到头痛，
因为它过於深奥；在跟其它非基督宗
教的对话中，很多人也是注重在天主
的唯一性上，而将天主三位一体的道
理匆匆略过。
然而，基督宗教信仰之所以特别，正
是因为我们所宣认的天主是三位一体
的。那麽，对一个普通的基督信徒来
说 ， 三 位 一 体 的 道 理 到 底 意 味 着 什
麽？除了神学家们在学术上的讨论，
三位一体的道理为普通教友的生活到
底有什麽後果？
答案或许是令人惊讶的：我们之所以
相信天主三位一体的道理，是因为我
们相信“天主是爱”。
让我们先对今天选读的玛窦福音第廿
八章19节稍加解释。此处提到圣三
时的语法是很值得留意的。在此“圣
父”、“圣子” 、“圣神”并列，很
明显，“圣父”和“圣子”相对，而
两次出现的连词“及”（kai）表现出
圣神跟圣父圣子都是并列的，这清楚
展示出圣神同圣父圣子一样，都是有
位格（person）的，而不是天主的一
个属性；同时也显示出父、子、圣神
并无大小的分别。
然而“名(字)”（onoma）一词却是
单数，这显示了天主“实体”的唯一
性。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神虽为
不同位格，但仍是同一个天主。玛窦
福音第廿八章19节或许是圣经中第一
次明确无疑的揭示出天主三位一体的
道理。
介词“因......”（eis）有“进入”的
意思。这显示耶稣所命令的洗礼，与
若翰的洗礼不同。後者只表示悔改，
而耶稣所命令的洗礼不仅仅指向除去
旧人，而更是将领洗之人带入三位一
体的天主的名下，带入与天主圣三的
奥秘的共融之中。

三位一体的道理的确是一个奥秘。然
而，若望在书信中曾两次（若壹四8
，16）提到“天主是爱”。这提供
了研究三位一体道理的钥匙。因为“
爱”要求必须有三个存在：爱的发出
者，爱的对象和连接二者的爱的动作
本身。
爱不可能没有对象，否则爱就成为一
个空洞的口号。那麽在天主作为永恒
之爱，其爱的对象是什麽？我们可能
首先想到的是人。的确，《圣经》一
再告诉我们天主如何爱人；可是这过
於简单的回答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想
一 想 ， 人 类 何 其 渺 小 ， 面 对 永 恒 的
天主，说实话，人类历史才多少年？
要记得在出现之前，天主就是永恒的
爱，在那时祂爱的对象是谁呢？
有人或许会说，是“世界”，毕竟世
界的出现在人之前。可是同样的问题
并没有得到解决：整个世界的历史有
多久？在这个有限的世界出现之前，
天主爱的对象指向谁？因为天主不能
改变，天主永远都是爱，天主永远都
在爱。
我们不能说，天主爱的是自己。因为
人性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意味着自我
中心，而自我中心意味着自我封闭，
跟爱的本质背道而驰。用心理学家们
的词汇来说，这是“自恋”。因为真
正的爱总是不断向外开放的，不会停
止於自己内。
三位一体的道理不是理性可以完全领
悟的，因为它超越理性。我们是在仰
望天主的启示时，看到天主的自我揭
示：在万世之前，天主本身就是爱，
是因为在祂内自永恒便有一位爱子的
存在，天主一直在以不变的完满之爱
爱着祂的儿子，而这爱情本身就是圣
神。
我们有限的语言在尝试描述圣三的奥
迹时总是显得笨拙和模糊，而且总是
带着缺陷和不完满。不过我们知道，

只强调天主的大能和说“天主是爱”
，其後果是不同的。天主的确是大能
的，可是如果一味强调天主绝对的大
能而忘记天主是爱，那麽产生的天主
观可能会出问题。因为要运用能力，
一个人就已足够，且可随意运用，并
不需要别人，这将塑造出一位主观、
专 制 、 无 视 别 人 感 受 的 冷 漠 天 主 形
象。可是天主却是爱，这注定了天主
不可能成为一位随意运用能力的专制
君主，祂的爱使得祂不可能如此。实
际上在福音中，在耶稣身上，我们看
到 的 是 一 位 不 断 开 放 自 己 去 爱 ， 以
致使得自己变得脆弱而容易受伤的天
主，一位死亡都无法阻止其继续去爱
的主。
那麽，三位一体的道理与我们今日的
基督徒有何关系呢？
首先，三位一体的道理揭示出天主乃
是关系性的存在，这意味着，天主的
三位并非有“关系”，而是“是”这
关系。
就人来说，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
都存在於关系中。没有人能够完全脱
离 关 系 而 存 在 。 我 们 出 生 於 关 系 之
中，而且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
们诸多的关系已经形成，像是父子，
兄弟姐妹等等关系已经存在。不论我
们承认或不承认，我们都不可能脱离
这些关系而存在。
在极端强调个人独立和自我的权利的
今天，或许圣三的奥迹首先提醒我们
的 就 是 ： 没 有 人 可 以 脱 离 关 系 而 存
在。没有人可以将自己隔离成为一座
孤岛，那将不是独立，而是生命的扭
曲 。 孤 立 的 生 命 注 定 是 贫 乏 而 可 悲
的。
哲学家John McMurray曾说过：自我
是由其与他人之关系所构成。也就是
说，我们的存在，是由我们在与他人
的关系中是谁而决定的。
我们都晓得关系之重要，会决定我们

生命的品质。只需想一想我们生命中
最美的经验，一定包含着跟自己所爱
的人一起共用的经验，或许是家人，
或许是爱人，朋友等等。我们可以如
此坦然无惧地彼此敞开和分享。而另
一 方 面 ， 人 生 中 最 大 的 痛 苦 莫 过 於
自己最爱的人的离去或者与之关系的
破裂，我们感到如此孤单和被遗弃。
无人分享和关爱的生命，将使得生命
本身也显得不再值得留恋。不论我们
承认与否，我们的心总是在渴望着爱
和被爱，渴望着被人理解，渴望着进
入共融，渴望着进入和谐而美好的关
系。
因 为 我 们 本 就 是 天 主 的 肖 像 。 我 们
心灵深处对合一的渴求，对共融的追
求，对爱的饥渴，都展示出天主圣三
留在我们心上的印记。我们生命中每
一个爱的行动，都是间接地见证着天
主的圣三之爱。
最後，让我们以下述的两个问题，做
个反省：
1) 对天主三位一体的道理，我是如何
理解的呢？
2) 我在生活和祈祷中对天主三位一
体的奥秘有何体会？这对我意味着什
麽？
愿 我 们 在 天 主 圣 三 爱 与 共 融 的 奥 迹
内更爱天主，也更爱身边的近人。阿
们。

弥撒福音上这样说：
　 　 那 时 候 ， 十 一 个 门 徒 就 往 加 里
肋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
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
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
们 说 ： 「 天 上 地 下 的 一 切 权 柄 都 交
给 了 我 ， 所 以 你 们 要 去 使 万 民 成 为
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
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
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
今世的终结。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年5月24日

耶穌在十字架時，給了這個交
代：對母親說：「女人，看，
你的兒子！」
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
你的母親！」就從那時起，那
門徒把她接到自己家裡。那一
刻，教會還沒雛形前，聖母瑪
利亞已經就是門徒的母親；耶
穌升天直到聖神降臨，門徒們
沒有解散，因爲還有一個家。
媽在，家就在，這是我特別有
感觸的。聖神降臨，在樓上斗
室内，這個家成爲了教會，教
會誕生了。聖神降臨繼續救贖
工程，我們開始被派遣了，受

洗就是為了被派遣，在聖神内
受洗！這一天，門徒的母親，
也自然成爲了教會的母親。
這位母親，成爲教會的母親，
不是來取代耶穌基督，她的兒
子耶穌；她不是垂簾聽政的母
親，她只是一個單純的母親，
也是耶穌的第一個門徒。最重
要的，耶穌給了教會自己的母
親，正如祂把自己完全給了我
們一樣，這就是我們奉獻生命
的召喚。親近聖母的，聖母第
一時間就是告訴我們：聼祂的

話，就照祂的吩咐去做！我們
作爲天主教徒的，非常清楚，
擁有聖母是主耶穌基督所賜的
恩寵。不要害怕聖母，因爲她
只會讓我們更愛主耶穌。
凡越愛主耶穌基督的，對主越
慷慨的，不會是一個自私自我
的人。作爲母親的瑪利亞，在
懷著耶穌的時候，就已經和
表姐分享她的恩寵了。這就是
母親的愛，一個真正屬靈的
母親，孩子不是來滿足自己，
而是知道孩子是屬於天主的，

孩子是要交回給天主，做天
主的事情。天主希望母親陪
伴著孩子長大，不只是物質
生活的餵養，更該是把自己
的信仰傳給自己的孩子。這
就是聖母，這就是教會，是
一個屬靈的母親，祈禱的母
親。
缺乏母親的家將會成爲怎麽
樣的家？
缺乏聖母的教會，我曾不覺
得會有什麽不好，因爲，只
要有基督就可以了。認識了
聖母，我明白，不是教會需
要聖母，是愛耶穌的我們，
最後發現，因爲有了這位母
親，她的恩寵，讓我們更具
備了至聖的人性，正如聖子

一樣。
教宗方濟各談到教會是戰地
醫院，照顧家庭的母親，每
天在戰地一樣的，許許多多
的突發事件，孩子的問題，
家庭的問題，猶如戰場一樣
的，少了母親的天職，家會
變成怎麽樣？教會就是戰地
的醫院，聖母教會，教會母
親，教會内有了許許多多的
母親加入了戰地的服侍，這
是主的叮嚀，這是天主的恩
賜，母愛永遠是屬於天主，
最單純的愛，最動人的愛。
教會母親，聖母瑪利亞，彰
顯了教會的母親情懷，也讓
我們時刻在母親的懷抱裏領
受恩寵。

天主圣三节：爱与共融的奥迹
天主圣三奥秘为基督徒超性生活根基

教会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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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如果天主是我
们的父亲，”为何不聆听“一个
母亲为生病的儿子，或许多人“
为停止战争”的祈求？教宗方济
各5月26日在圣达玛索庭院主持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从这个问题
开始，继续展开以祈祷为题的要
理讲授。教宗这一次论述了抗拒
祈祷的诱惑：我们祈求，却没有
得到聆听。
对于这个问题，教宗从《天主
经》寻找答案。他说，耶稣教我
们祈求的是，“不要按照我们的
计划，却要承行祂对世界的旨
意”。在《福音》的记载中，耶
稣有时对别人的祈求“没有即
刻”作出回答，而是“延后”。
即使有些祈求的动机是崇高的，
却也没有得到垂允，这让我们感
到愤怒。
为此，教宗援引《天主教教理》
指出：“有人以为他们的祈求

未蒙垂允，就停止祈祷”（2734
号）。我们会询问，既然天主保
证“将好的赐予求祂的子女”（
参阅：玛七11），“为何不答应
我们的请求呢？”然而，《天主
教教理》“也告诫我们没有活出
信德的真正经验，却把与天主的
关系转变成要求行一些奇事的危
险”。
“事实上，我们在祈祷时能陷入
这样的危险，即不是我们在服事
天主，而是要求天主来服事我
们。于是我们的祈祷总是在提出
请求，希望依照我们的打算来引
导事件，除了我们的愿望，不接
纳其它的计划。”
耶稣教我们诵念“我们的天父”
，这是一篇“只有祈求的祷文，
但头几句都是站在天主这一边”
。教宗说，最好让天主施展作
为，因此我们诵念：“愿祢的旨
意奉行在人间。”此外，保禄宗

徒在致《罗马人书》中也提醒我
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
才对” （八26）。
教宗指出：“我们在祈祷时必须
谦卑，让我们的言语确实是在祈
祷，而不是空谈。我们在祈祷
中也会为错误的动机祈求，例
如为在战争中能击溃敌人，却不
问自己天主对这场战争有什么看
法。”
的确，在那些写著“天主与我们
同在”的标语中，“很少有人关
心看看自己是否确实与天主同
在”。教宗强调，“在祈祷中，
是天主在改变我们，而非我们该
当转变天主”。可是，“当人们
诚心祈祷，请求的益处也与天国
相符合，为什么有时天主似乎没
有聆听？这令人感到愤怒”。
对这个问题，教宗邀请众人心平
气和地默想《福音》，里面“充
满了祈祷”。“许多身心受伤的

人请求耶稣治好他们；有的为不
能行走的朋友祈求，也有将患
病的子女带到祂跟前的父亲和母
亲……。这些祈求都满是痛苦。
万众在齐声呼求：求祢可怜我们
吧！”
教宗表明，“有时，耶稣的回应
是即刻的，在其它的情况中却延
后”。那个客纳罕妇人“为女
儿呼求耶稣”，坚持不懈地要
求“得到垂允”（参阅：谷十五
21-28）；对那个被四位朋友带
来的瘫子，“耶稣先是宽恕了他
的罪，然后才治好他身体上的疾
病”（同上：二1-12）。
因此，“在有些情况中，消除悲
惨的处境并非立刻就会实现”，
《马尔谷福音》中雅依洛的女儿
痊愈的事迹就是典型的实例。这
位父亲为自己将死的女儿请求
耶稣的帮助，“耶稣立即答应
了，但在众人走向他家的途中，

又发生了另一件获痊愈的事，
接著，传来消息说那个女孩死
了。似乎一切都完结了，耶稣
却向那个父亲说：‘不要怕，
祇管信！’”（参阅：五21-33
）。
教宗指出：“要不断地有信
德：是信德在支持祈祷。的
确，耶稣随后把那个女孩从死
亡的睡梦中唤醒了。但在一段
时间里，雅依洛必须凭著仅有
的信德火焰在黑暗中行走。”
教宗最后总结道：“耶稣在革
责玛尼山园向天父的祈祷似乎
也未得到垂听，圣子必须把这
杯苦爵一直喝完。但圣周六不
是最后的结局，因为第三天将
有复活：恶是倒数第二天，却
不是最后一天的主宰。因为那
一天只属于天主，那是人类对
救恩的所有渴望都将实现的一
天。”

正逢卫塞节之际，宗座宗教协谈理
事会献词：“愿新冠疫情的严峻形
势能加强我们的友谊纽带，使我们
更加团结，共同为人类大家庭服
务”。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这场疫情
的悲剧使每个人都更加意识到人类
大家庭内部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
佛教徒和基督徒共同呼吁，在这种
相互依存关系中，促进关怀和团
结的文化。在佛教最重要的卫塞节
之际，宗座宗教协谈理事会向佛

教徒致信，信中围绕着这一理念展
开：这个节日纪念着释迦摩尼佛的
诞生、成道、和涅槃，卫塞节是光
明的盛宴，对应着古代印度阴历的
一个月份名称。根据不同的传统，
各个佛教国家的卫塞节盛宴日期不
同。今年，大多数佛教国家的庆典
将在5月26日举行。
理事会主席阿尤索枢机（Miguel 
聼ngel Ayuso Guixot, MCCJ）和
秘书长科迪胡瓦库·因杜尼尔
（Kodithuwakku K. Indunil J.）今天

发布了这一消息。
文件中表示：“COVID-19疫情给
世界带来了悲痛，所有宗教的信徒
都应该以新的方式合作，为全人类
服务。2020年10月3日在意大利阿
西西签署的《众位兄弟》（Fratelli 
tutti）通谕中，教宗方济各重申了
普世团结的紧迫性，只有这样，人
类才能够共同克服面临的威胁和
困难，因为没有人可以独自救赎自
己”（《众位兄弟》，32）”。
文件还指出，“我们分享许多
共同的价值观，有许多地方可
以一起合作，特别是在这困难时
期。COVID-19疫情所造成的苦难
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脆弱性和相互
依存关系。我们需要发现并实践各
自宗教传统中所包含的团结讯息”
。
“关于梵天的佛教教义，它告诉
我们要始终有效的团结和积极的
关怀。说到mettā（爱的善意）这
个词，它劝诫追随者向众人传达
无限的爱意。“正如母亲即使牺
牲自己，也要保护孩子那样，让
我们向芸芸众生传递无限的爱”
（MettāSutta）。遵循佛陀的教
导，医者同样被鼓舞，要“加快行
善，戒除邪恶，因为行善迟钝的人
往往乐于行恶”（法句经，116）
。

教宗公开接见：信德在支持祈祷
天主聆听谦卑忍耐之心的祈祷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
5月25日星期二向“愿祢受赞
颂行动平台”（ Laudato si' 
Action Platform）发表视频
讯息，表示：“通过2015年
颁布的《愿祢受赞颂》通谕，
我邀请所有善心人士照料地
球，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
教宗痛惜地说，这座“我们寓
居的房舍”长期以来一直遭受
著“我们掠夺性态度而造成伤
害”的苦难。
教宗著重指出一个事实，即“
当前的疫情大流行以更强烈的
方式揭示了大自然和遭受后
果最严重的穷人的呼声，特别
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和
相互依存的，我们的健康与我
们生活环境的健康是不能分开
的”。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一
种新的对待生态方式”。通过
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改变我
们的居住方式、我们的生活方
式、我们与地球资源的关系，
总而言之，就是改变我们看待
人类和生活的方式”。
接著，教宗说道，我们负有重
大责任，“特别是对子孙后
代”的责任。“我们想要留给
我们的孩子和青年一代什么样
的世界呢？我们的自私、冷漠
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正威胁著我
们孩子的未来。”
因此，教宗再次重申他多次的
呼吁：“让我们照料地球母

亲；让我们克服自私的诱惑，
这诱惑使我们成为资源的掠夺
者；让我们培养对大地和受造
物之恩赐的尊重；让我们开创
一个生活方式和一个最终实现
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即，
我们有机会为所有人准备更美
好的明天。我们从天主的手中
接受了一个花园，我们不能
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一片沙
漠。”
教宗继续解释道，“愿祢受
赞颂行动平台”是“一个七
年的旅程，我们将本著整体
生态的精神，以不同的方式
致 力 于 使 我 们 的 团 体 走 向
完全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教宗邀请所有人“共同踏上
这一旅程”，并特别呼吁“
家庭、堂区与教区、学校和
大学、医院、商业贸易和农
场、机构组织，团体和运动
以及修会团体”参与其中。
教 宗 强 调 ， 共 同 努 力 是 因
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
设一个理想的未来：一个更
具包容、兄弟情谊、和平及
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最后，教宗在结束视频时提
醒道，“有希望”。他说，
共同努力，就是“每个人以
他本有的文化和经验、以每
个人的创意与能力能让我们
的地球母亲恢复到她初始的
美丽，受造物能按照天主的
计划再次闪耀发光”。

教宗开启“愿祢受赞颂行动平台”
共同努力建可持续美好世界

共建可持续美好世界。
印尼的著名庙宇。

（梵蒂冈新闻网）圣神使我们「焕
然一新」，一如祂在五旬节那天对
宗徒们所做的那样。祂「战胜我们
的犹豫不决，让不同的人得以沟
通」，如此缔造「教会的合一与普
世性」。教宗方济各于5月23日圣
神降临节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
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
之前如此表示。圣神是「强烈而自
由的风」，祂「改变心灵，冲破我
们的防护，拆除我们虚假的安全
感」。
教宗回顾了耶稣复活的50天后在耶
路撒冷发生的事。《宗徒大事录》
记载，宗徒们与童贞圣母玛利亚聚
集在最后晚餐厅，因为复活主「吩
咐他们，在领受由高天而来的圣神
恩典之前都要留在城内」。「忽
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

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房
间。
教宗解释道，「这是一个真实的经
验，但也具有象征意义」。「这经
验显示出圣神有如强烈而自由的
风。祂不可掌控、阻止或量计；甚
至无法预测祂的方向。祂不会受到
我们人性需求、我们成规和偏见的
束缚。」
圣神「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为我们
每个人和教会的心思意念赋予生
命。因此，我们在《信经》中称祂
是「主及赋予生命者」。教宗指
出，在耶路撒冷那天，「耶稣的一
众门徒仍然迷惘又恐惧，没有勇气
走出去探索」。「我们有时也宁可
留在我们环境的防护墙内。但是上
主知道如何抵达我们这里，打开我
们的心门。祂派遣圣神临在于我们

身上，圣神将我们团团围住，战胜
我们的犹豫不决，冲破我们的防
护，拆除我们虚假的安全感。圣神
使我们焕然一新，一如祂在那天对
宗徒们所做的那样」。
事实上，在领受了圣神后，宗
徒们变得跟以往不同，他们走出
去并开始「以每个人听得懂的
语言」宣讲耶稣复活了。教宗强
调，这是因为「圣神改变心灵，
拓宽门徒们的眼界，让他们能著
手为众人推展天主的伟大工程」
，跨越「人人习以为常的文化和
宗教藩篱」。
「圣神使他们能按照各自聆听和
理解的能力、依循每个人的文化
和语言抵达他人那里。换句话
说，圣神让不同的人得以沟通，
缔造合一与普世性。今天祂为我
们讲述圣神的这般现实，而教会
里却林立著一些时常制造分歧、
排挤他人的小团体。这不是天主
的圣神。天主圣神是和谐、合
一，使差异相连结。」

教宗天皇后喜乐经：圣神缔造合一
我们应留在教会之河里

基督徒和佛教徒加强友谊
弘扬关怀和团结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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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讯）古晋总教区傅云生总
主教、荣休总主教钟万庭以及圣
公会主教唐纳祖德，已于5月18
日接种了第二剂的新冠疫苗。
傅云生总主教在他的圣神降临节
献词中，呼吁天主教和基督教徒
须时常考虑到我们和他人的共同
利益。同时为遵守爱主和爱邻居
的诫命，须遵守防疫的各种措
施。
他说，我们的天主是充满爱的
神，他揭示爱是经常对外倾流
的，同时表达了关心他人的好

处。“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
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
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
祭。可爱的诸位，既然天主这样
爱了我们，我们也应该彼此相
爱。”（若望一书4：10-11）
傅云生总主教说，真正的爱是无
私的，而且形之于语言和行动。
若望一书 4：20-21说“那爱天
主的，也该爱自己的弟兄和每个
人。”
当谈到目前正肆虐于砂拉越、
马来西亚和全世界的新冠肺炎

疫情时，总主教说，我们全体
都负有道德义务，确保他人的
安全和福祉。为遵守爱主和邻
居的诫命，我们需负起下列的
义务和牺牲：
1.遵守防疫的标准作业程序；2.
丰收节假期，不要回去家乡，
以减少与人接触；3.利用新媒
体和家人联系；4.接受疫苗接
种，以加快达到群体免疫；5.
不要发出没有证实的消息；6.
捐血挽救生命；7.捐助慈善基
金；8.关心受新冠肺炎打击的
亲友；9.祈求天主让新冠肺炎
早日消除；10.在黑暗时期保持
希望。
傅云生总主教祈求圣神启发我
们的信德，提升我们的心智，
为世界每个角落带来希望、仁
慈和治愈。让我们通过关怀的
语言和怜悯与慈爱的行动，带
来希望和生命。

（马六甲讯）随着政府宣布
从5月25日至6月7日在全国实施
更严格的行动管制令，包括限
制宗教场所参加宗教活动人士
的数目，如可容1千的空间须减
少至不超过12人；少过千人的
空间则只准3人之后，教会已经
纷纷作出应对办法。

马六甲柔佛教区博纳德主教
于5月26日发出致教区神职人员
和教友的牧函，宣布甲柔教区
所有的堂区鉴于当局的限制、
教区发现较多的新冠案例以及

我国每日确诊案
例的惊人增加，5
月25日达7289例，
甲柔教区堂区的
所有弥撒即日起
暂停，直到另行
通知为止。

主教说，神职人员受鼓励私
下举行弥撒，祈求疫情的减退
和消除世界的苦难。

教区将继续举行线上弥撒，
教友可在教区网页找到播放的
时间表。

关于殡葬仪式，守灵的人数
只准10名；葬礼12人，火葬场
或坟场只准10人。

博纳德主教促请教友继续为
治愈世界和解除这次的苦难而
祈祷及作出奉献。

（亚庇讯）5月19日，亞庇總教
區22位神父和20位加爾默羅隱
修會修女在一位退休护士教友
的协调下，對我國疫苗接種計
劃作出了回應。
當天，神職人員在早上8時30分
出現在加爾默羅修會小堂，有
秩序地等待，以接受他們第一
枚的疫苗注射，使疫苗接種計
劃進行得很順利。
同時，有關隐修會特別允许医
务人員進入封閉的修道院，给
加爾默羅爾修女接种第一针。
亞庇總教區黃士交總主教和荣
休總主教若望李奕瑤也於上午9
時30分抵達該處，接受第一剂
疫苗。
來自伊麗莎白女皇醫院的两位
医生在场值班。医生在神父和
修女接種疫苗之前，對他们的
健康狀況進行了检查和询问。
天主教護士協會自願前来伸出
援手，協助医务人員進行基本
身體檢查，例如量血壓和血糖

水平，這是接種疫苗之前的必
要步驟。
另外，一些在俗加爾默羅會成
員协助提供饮食给医务人員，
神職人員与修女，好讓他們
在接受疫苗後，得到体力的补
充。

傅云生总主教完成接种疫苗
吁教友爱主爱人共度时艰

疫情严峻加紧安全措施
甲柔教区暂停全部弥撒

（亚庇讯）孟加达善牧堂最
近增加一个中文圣母军支團-
永援圣母支團。该支团职员
有: 团长：Annie黄幼英;  副
团长：Annie林仕媚；秘书:  
Emy  黎美蘭; 会计:  Annie翁
月明.
另外工作團员共有十一位（男
一位，女十位）;辅助团员有七
位（男一位，女六位）。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
實行防疫行管令，该支团虽经
历三个月的试验期，但 一直无
法举办成立慶祝会。
2021年4月12日，该团举行了
一个简单的一周年成立纪念晚
会，並邀請指導神師David 岑
瑞帆神父为支团行祝福礼，
另外，神父也见證了兩位新
团员Stephen刘秀和兄弟及
Anasthasia張永珍姐妺的宣誓

礼。
目前，善牧堂共有五个中文圣
母军支團：善牧之后支团、善
导之母支团、恩宠之母支团、

永援聖母支團及晓明之星支
團。
在疫情期间，祈求天主保佑大
家，並赐我们平安，使疫情早
日停止蔓延，让大家早日回复
正常的生活。讓我们更親近与
投靠天主，偕同我们的將领圣
母，奋起做耶稣十架的忠勇精
兵。

沙孟加达善牧堂增设     
中文永援圣母军支团

（布城讯）2021年财政预算案下给予
非伊斯兰宗教场所进行修葺、维护和
紧急工程的第一笔2000万令吉拨款，
已拨出给国家团结部，供非伊宗教申
请。
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管理层，如今可
在国家团结部官网获取申请表格和有
关申请程序的信息，并根据已制定的
程序将申请提交给国家团结部。
国家团结部日前发表文告指出，政
府已根据2021年财政预算案，批准非
伊斯兰宗教场所的修葺、维护和紧急
工程的5000万令吉拨款，而首阶段的
2000万令吉已拨给国家团结部。
国家团结部长拿督哈丽玛表示，这笔
财务援助计划将用于非穆斯林宗教场

所，非伊斯兰宗教场所可根据以下3
个条件提出申请。
a. 不超过10万令吉的基本工程，如修
葺建筑结构、瓷砖地板、屋顶天花
板、围墙、沟渠或油漆工作
b. 不超过5万令吉的电线工程，如维
修电线、修理电路保险丝盒、修理
灯扇和闭路电视。
c. 不超过5万令吉的机械工程，如
维修冷气机、修理电梯或水箱泵系
统。
文告指出，团结部已制定了非伊斯
兰宗教场所的修葺、维护和紧急工
程财务援助计划的申请指南和程
序，确保整个过程在透明和顺利的
方式下进行。

（布城讯）随着新冠疫情的日
趋恶化，政府5月21日决定收紧
防疫规定后，高级部长依斯迈宣
布，为压低疫情，经济领域活动
必须减少，包括缩减营业时间，
以及工作人员数目。政府也要求
人民减少活动，尽量待在家里，
因而会增加路障及加强执法。
另外，卫生总监诺希山再次呼吁
大马人民“自我封锁”两周，以
阻断2019冠病感染链。
诺希山与依斯迈联合召开记者会
时多次指出，卫生部未来两周需
要民众的合作与协助，才能减轻

医疗体系超载的沉重负担。
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里指出，
本月25日起，延续到6月7日为
止，半岛及直辖区大多经济领域
只能在早上8点到晚上8点之间营
业。
他指出，涉及的经济领域包括：
食肆、便利店、杂货店、油站、
宠物店、洗衣店、购物中心、眼
镜店，洗车店等，以降低民众移
动。
“缩短营业时间到晚上8时，是
减少人们行动，晚上8时后就不
用出门，所有经济活动已关闭。

不过允许清真寺及祈祷室的晚上
祈祷活动，但必须根据之前严谨
标准作业程序（SOP）。”
限定公私居家工作比例
此外，依斯迈也宣布，政府要求
公立机构至少80%、私人界至少
40%的职员居家办公。
他说，这项措施至少可让大约75
万公务员，及610万私人界雇员
在家工作。私人界的居家办公相
关规定的细节由贸工部宣布。
另一方面，所有公共交通工具
的承载量也需减半，班次也将减
少，与去年3月的行管令1.0规定
一样。
依斯迈也指出，政府将加强执
法，增加路障，确保没有要事的
人民待在家里，以抑制2019冠
病的传播。

2000万维修援助拨款        
非伊宗教场所可申请

收紧防疫商业活动限时        
增加居家工作减少活动

甲柔教区博纳德主教。

亚庇总主教神父和修女接种疫苗。

孟加达善牧堂
圣母军支团。

三位主教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亚庇总主教神父和修女
多人接种首剂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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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光总主教谴责暴力行为，导致
克耶邦四名信友死亡，逾八人受
伤。军方袭击并炸毁了数座教
堂，上述建筑已成为儿童、女性
和老人躲避战乱的避难所。
仰光（亚洲新闻）- 仰光总主教
兼缅甸主教团主席貌波（Charles 
Maung Bo）枢机5月25日晚“再次
诚恳地呼吁”制止国内的暴力行
为，并谴责军方袭击克耶邦垒固
附近Kayanthayar的圣心教堂（尽
管并未指明军人），造成四名信
友死亡，八人受伤。
此次袭击于5月23日发生，持续了
一整夜。
根据《亚洲新闻》的消息显示，
此次袭击也伤害了躲在教堂的平
民，其目的是为报复20名遭克伦
军队（民族武装团体）杀害的士
兵。克伦族人也效仿钦族，克钦
族、掸族人决定反击政变，捍卫
每天遭受安全部队暴行的民众。

由于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许多
教堂已成为避难所。士兵对数座
教堂实行打击。佩孔主座教堂也
遭到了袭击。
貌波枢机的呼吁似乎也得到佛教
团体的支持，并因“语气过于中
立”，且未曾明确谴责军方的暴
行而备受民众批评。以下是呼吁

的内容（由《亚洲新闻》负责翻
译）。
 诚恳的呼吁
枢机特别提及2021年5月23日
Kayanthayar圣心教堂（位于缅甸
东部垒固附近）遇袭事件，并造
成四名信友死亡，多人受伤。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遇袭的无

辜平民致以问候，他们2021年5月
23日晚上躲在垒固Kayanthayar圣
心教堂避难时遇袭。这些暴行和
轰炸，对主要由妇女孩童组成的
使用重武器，残忍地造成了四人
死亡，逾八人受伤。教堂遭受了
大面积的破坏，从而佐证了对祈
祷场所的攻击强度。半夜的袭击
使得不幸之人纷纷逃亡丛林。外
界尚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他们迫
切需求食物、药品、卫生，但没

有办法解决。其中有许多儿童和
老人，他们被迫忍受饥饿，无法
获得任何医疗帮助。这是一场巨
大的人道主义悲剧。
我们想让所有人都知道，祈祷场
所作为一个团体的文化遗产，且
受到国际条约的保护。冲突期间
的教堂、医院、学校均受到《
海牙公约》的保护。除了协议之
外，我们还须谨记流的血并不是
敌人的鲜血；那些死亡和受伤的
人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没
有武器。他们在教堂内是为保护
自己的家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
人都在哀悼无辜人民的死亡。目
前，已有数百人死亡；成千上万
人沦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近期的
垒固冲突已造成逾2万人流离失
所。
这一切必须停止。我们恳请大
家，各个组织不要升级战争。我
们的人民很贫穷，Covid-19夺去
了他们的生计，饥饿影响了数百
万人，新一波疫情带来的威胁是
真实存在的。目前，冲突是一种
残酷的异象。和平是可行的，和
平是唯一的途径。
我们作为宗教领袖群体而不是政
治人物，发出这一紧迫的呼吁。
请大家为这片伟大土地的和平祈
祷，并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这
个伟大的民族中作为兄弟姐妹生
活。

垒固（信仰通讯社）—缅甸政
府军轰炸了克耶邦首府垒固郊
外的村子，目标是聚集在那里
的反叛势力武装力量。但当地
一座天主教堂被击中，至少两
名妇女被炸死、在堂里避难的
多人受伤。缅甸的耶稣会士向
本社介绍，“人们原以为圣堂
里是最安全的，却没想到悲惨
地死去了”。距垒固十五公里

处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也遭到
了破坏，耶稣会士严正谴责上
述仇恨性犯罪；强烈要求立即
停止攻击平民和教堂。
五月二十三日，缅甸暴力冲突
再次升级。自二月一日军人政
变、引爆公民抗命运动至今，
至少818人丧生。
在意大利的仁爱会缅甸籍司铎
莫黄神父向本社表示，“今

天，缅甸天主教徒的任务更加
艰巨。许多手无寸铁的人生活
在令人发指的境况下，试图
用自制的武器反抗。武装部队
滥用武力加剧了暴力升级，
今天，我们和教宗一起再次疾
呼：停止暴力”！
与此同时，军人政府以选举欺
诈罪宣布解散全国民主联盟、
将打击在去年十一月选举中伪

造选票的卖国贼。其中包括了
获得选举胜利的昂山素季。
海外缅甸人组成的地下政府似
乎有意按照美国的要求，给
少数派穆斯林罗兴亚人缅甸公

民身份。不仅给他们颁发身份
证，还授权著名的罗兴亚族捍
卫者莫尼扎出任国际合作部重
任。

缅甸貌波枢机“诚恳的呼吁”
停止针对教堂和难民的袭击

（香港公教訊）菲律賓新近建成
的「亞洲之母——和平塔」聖母
像高98.15米，成為了全世界最
高的聖母像。它比此前紀錄保持
者、委內瑞拉的「和平之母像」
（46.72米）高出一倍。
聖母像位於八打雁省蒙特瑪麗
亞（Montemaria）一處朝聖中
心，屬省內的宗教旅遊項目。
自2014年動工後已吸引不少人注
意，近年亦開始接待朝聖者。朝
聖中心設於臨海地區，來往該處
海岸的船隻，從遠處都能看到山
上的聖母像，感受到聖母的祝
福。
聖母像蘊含了不少信仰元素，
聖母像的高度相當於33層樓高，

象徵耶穌在世33年；地基共有12
組，則象徵以色列12支派。建築
物樓面總面積有12,000平方米，
有12間以聖母命名的小聖堂，亦
有接待朝聖者設施等。朝聖者可
乘升降機到聖母像后冠的觀景層
欣賞四週風景，又或者慢慢走上
420級樓梯到觀景層。
聖母像取名「亞洲之母」，源自
教宗本篤十六世〈向佘山聖母
誦〉內對聖母的尊稱，朝聖地希
望以此名字帶出聖像作為全球和
平團結的象徵。
本年是菲律賓慶祝開教500周
年，當地不少教會團體都有慶祝
活動，但「亞洲之母」聖母像的
揭幕活動卻因著疫情而要延期，

朝聖中心亦因為防疫而要暫時關
閉。

军方袭击炸毁的教堂。

克耶邦天主教堂遭轰炸。

全球最高聖母像落成
高98米屹立菲律賓

缅甸克耶邦天主教堂遭轰炸 
4遇难者中包括两名难民

菲律宾亚洲之母圣母像。

缅甸主教团主席貌波。

（真理电台讯）5月21日，菲律宾
的LICAS新闻网报道了这样的一
条消息：该国卡皮斯总主教阿德
文库拉（Jose Fuerte Advincula）枢
机在罗哈斯市的圣庇护十世神学
院举行弥撒，并向该校的学生、
教师和行政人员告别。
阿德文库拉枢机是教宗方济各在
2020年11月28日的枢密会议中擢升
的13位新枢机中的一位。今年3月
25日，教宗方济各任命其为菲律
宾马尼拉总主教区总主教，接替
现任宗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
格莱枢机(Cardinal Tagle)。此次告
别，正是因为他即将前往新的教
区履行他新的福传使命。至此，
总主教出缺将近一年半的之久的
马尼拉总主教区将也迎来自己的
新牧者。
这位69岁的枢机主教在告别礼中
向众人保证将在他的祈祷中与众
位同在，并邀请他们也为自己的
新使命祈祷。他说：“在那里将
会怎样，我不知道。“
但是，枢机表示：“我认为生命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只要我能完
成我从主耶稣那里接受的任务和
事工，为主的福音作见证。在我
们生命的最后，但愿我们能像圣
保禄一样,可以说，这场好仗，我
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
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
由于疫情的原因，阿德文库拉枢
机并未亲身参与去年11月28日举

行的枢密会议，因此，枢机将于
5月28日在罗克萨斯城的无染原罪
圣母教堂举行的弥撒中从教宗的
代表手中接过枢机红色方帽，权
戒以及诏书。
作为马尼拉总教区的第33任总主
教，他也是该国的第九名枢机主
教。阿德文库拉枢机，1952年3月
30日出生在菲律宾卡皮斯省，1976
年4月14日晋铎并加入卡皮斯总
教区。随后，他在当地的圣庇护
十世修院担任灵修指导神师，并
从事多项教育职务。阿德文库拉
先后在马尼拉和罗马攻读心理
学及教会法，并取得教会法硕士
学位。返回家乡后，他在多所修
院服务。1995年，阿德文库拉获
任命为卡皮斯圣庇护十世修院院
长，成了合约辩护人及检察员，
之后负责卡皮斯教区的法律事
务。2001年7月15日，阿德文库拉
获任命为圣卡洛斯教区主教。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5月
23日主日午时在诵念《天皇后喜
乐经》之后，特别提及隔天中国
的天主教信友们将庆祝“圣母进
教之佑”瞻礼，并邀请普世教会
为在中国的信友们祈祷，以此方
式来陪伴中国的信友。
教宗说：“天主之母和教会之母
在上海佘山朝圣地受到特别的敬
礼，而在日常生活的考验和盼望
中，基督徒家庭都热切地向她呼

求。一个家庭和一个基督徒团
体的成员如能在爱德和信德上愈
加团结是多么美好和多么有必要
啊！如此，父母和子女、祖父母
和孙儿、牧者和信友能够效法初
期的门徒们，他们在五旬节的隆
重日子与圣母一起热切祈祷，期
待圣神的降临。”
接著，教宗邀请聚集在圣伯多
禄广场的信友们说：“请你们以
热切的祈祷来陪伴在中国的基

督徒信友们，我们最亲爱的弟兄
姐妹们，他们存留在我内心的深
处。”
最后，教宗祈祷说：“愿天主圣
神，教会在世界上传教使命的主
角，引导并帮助他们成为福音的
传递者、良善和仁爱的见证者，
在他们的祖国做建设正义与和平
的人。”
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钦定
每年5月24日“圣母进教之佑”瞻
礼日全世界信友为在中国的教会祈
祷。今年，亚洲主教团协会主席貌
波枢机邀请信友们把这祈祷日延长
到一周的时间，即整个星期为在中
国的教会和中国人民祈祷。

一年半后马尼拉总教区
终于迎来新枢机总主教

教宗方济各：愿中国基督徒
在爱德和信德中更加团结

阿德文库拉枢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