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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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节第三主日：门徒见证耶稣肉身的复活

增强我们信仰复活主的基本态度
（宗3：13-15，17-19；若一2
：1-5a；路24：35-48）
本主日的禮儀繼續同我們談耶穌的
復活，尤其談了復活的耶穌顯現給
聚集在晚餐廳裡的門徒們。第一篇
讀經取了伯多祿在治好胎生瘸子後
的部分講道詞，在這篇講道詞中他
宣告了耶穌的復活。本主日禮儀讀
經的共同主題則是罪過的赦免，藉
著耶穌的苦難我們得到了這個赦
免，這個赦免是復活者恩賜給我們
的。
福音則再次把我們帶入晚餐廳，那
是耶穌顯現給11位門徒的地方，他
首先問候他們：“願你們平安！”
正如若望福音中（20：19，21，26
）所說的，復活的基督帶給我們平
安，正是因為他將罪過的赦免，與
天主修和的恩賜給了我們。他帶給
我們的是內心的平安，也是人們彼
此間的平安。
聖路加敘述這個段落的時候非常執
著復活的現實。這個現實不單純是
耶穌的靈魂的復活，也實實在在地
顯示了他身體的復活。
耶穌發覺門徒們看到他時的恐懼不
安和疑慮，正是因為他們對復活沒
有絲毫概念：以為復活是不可思議
的。耶穌於是向他們說：“你們
看看我的手，我的腳，分明是我自
己！”耶穌把他的傷痕給他們看，
這些傷痕是辨別他身份的標記。
他沒有說：“你們看看我的面容
吧！”而說：“你們看看我的手，
我的腳，分明是我自己！你們摸摸
我，應該知道”。
門徒們想是見了鬼神，但復活的耶穌
不是鬼神：他是有血有肉有靈魂的
人。他向門徒們說：“你們摸摸我，
應該知道：鬼神是沒有肉驅和骨頭
的，如同你們看我，卻是有的。”
耶穌說完這話似乎認為還不夠，於
是問他們：“你們這裡有什麼吃的沒
有？”門徒們便給了他一片烤魚，耶
穌就接過來，當他們面前吃了。
耶穌對他復活的真實性的執著為我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年 4月13日
充滿聖神後的生命，多了一份靈性
的跳躍。首先，有了跟隨復活主耶
穌的勇氣，放膽的宣講自己的信仰
經驗，宣講天主的道。信徒們，看
到了彼此真的就是執行天主旨意
的主内弟兄姐妹，比自己家人還親
的弟兄姐妹，這展現在私人的財物
上：沒有人說是自己的，都歸公
用；即使我們給出自己僅有的，都
不會使自己成爲一個貧乏的人。
聖女德肋撒姆姆說最窮困的不是在
貧窮的印度，而是在所謂的似乎聚
集世界財富的大都會，譬如：紐
約，東京，倫敦，巴黎等地方。最
窮困的地方是當他們擁有的時候，
卻不懂得分享；當他們擁有的時
候，還覺得自己不足夠；最窮困的

們啟示了聖經對肉身的觀點。這個
觀點與希臘人的肉身觀截然不同。
希臘人有靈魂不死不滅的思想，這
在哲學思想中無疑是一大進步。但
他們卻認為肉身是靈魂的阻礙。一
些希臘人甚至認為肉身好似靈魂的
墳墓或牢獄。肉身為靈魂是個負
擔，因此，靈魂該當從肉身內解放
出來，只有這樣，才能使它的尊嚴
達到圓滿的境界。
聖經的觀點卻不同。聖經上說，肉
身是天主創造的，人的肉身和靈魂
若不結合在一起，他就不是個完全
的人。再說耶穌戰勝死亡的勝利，
並非在於他不死的靈魂同天主結合
在一起，而是說他的肉身再次同他
的靈魂結合為一，這種存在的狀況
自然同我們在塵世的生命大為不同。
聖經的肉身觀告訴我們，我們對自
己的肉身該抱十分積極的態度。肉
身縱然為我們可能是犯罪的機會，
但是，罪惡其實不是由肉身而來的，
而是出於我們心理和道德上的薄弱。
肉體本身是天主讓人圓滿度他的生命
的一個極美的工具。我們理應對它極
為尊重，因為肉身是天主所造。我們
該適度地愛護自己的肉身，實實在在
地承認，人若不把肉身和靈魂結合一
起，他便不堪稱為人。
耶穌讓門徒們看了他的肉身真的復
活了之後，便建立他們的信德，
提到他去世以前說過的話和舊約中
記載的天主的話，說：“我以前
還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就對你們
說過這些話。”耶穌那時說的是預
言：“諸凡梅瑟法律、先知並聖詠
上指著我所記載的話，都必須應
驗。”
耶穌在世的使命僅為以色列家迷失
了的羊（見瑪10：6）。但他受苦和
復活後，門徒們的使命則擴展到全
世界。復活者說：“向萬邦宣講悔
改，以得罪之赦。”悔改和赦免是
經由相信復活的基督而得到。
在第一篇讀經中，伯多祿向猶太人
百姓講道，是這個百姓曾要求判耶

穌釘十字架死刑。伯多祿宗徒用強
烈堅定的話語向他們提出這個該
受譴責的事件：“你們否認了那聖
而且義的人”；“他就是你們所解
送，並在比拉多前所否認的；雖然
那人原判定要釋放他”；“你們殺
害了生命之原”。伯多祿以他的這
席話激起了聽眾的懺悔和悔改的心。
同時，他也顯示了天主的仁慈，
說：“我知道你們所行的，是出於
無知；你們的首領也是如此。”伯
多祿的話減輕了猶太人的罪過：他
們所行的是出於無知；環境使他們
盲目；正如耶穌在十字架上親口說
的，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見路23：34）。
伯多祿隨後邀請百姓悔改，好得罪
的赦免：“天主藉著眾先知的口，
預言他的默西亞當受難的事，也就
這樣應驗了。你們悔改，並回心轉
意吧！好消除你們的罪過。”這是
藉著悔改、皈依和罪的赦免體現了
個人和靈性復活的訊息。
第二篇讀經補充其他兩篇讀經的訓
導，更加確切地描述了基督徒在領
洗之後，也就是他們歸屬於耶穌後
的狀況。他們不能夠也不應該再犯
罪，因為他們領受了恩寵和復活的
力量，能抵制住一切邪惡的力量，
獲得勝利。
可是，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卻繼續顯
示人性的軟柔，我們仍能陷入罪惡
中。聖若望宗徒卻願意重新喚醒我
們的希望，告訴我們：“誰若犯了
罪，我們在父那裡有正義的耶穌基
督作護慰者。”耶穌在父那裡作我
們的護慰者，他是“赦免的工具”
（來自希臘文ilasmos的翻譯），贖
我們的罪過。
耶穌藉著自己的苦難和復活獲得了赦
免罪過和潔淨靈魂所犯的罪的能力。
若望宗徒說，不但贖我們的，而且也
贖全世界的罪過。耶穌的苦難和復活
的豐盛果實沒有界限，是個為天下所
有人都有效能的救贖奧跡。
聖若望宗徒隨後又作了看起來似乎

充满圣神的生命
地方，就是心靈的貧困。
最富有的人在基督的眼裏，就是懂
得哀慟的人，懂得憐憫人的人，懂
得尋求真福生命的人，今天，宗徒
大事錄提到了一個人叫：若瑟，號
稱巴納伯，意爲“安慰之子”，
就是被聖神觸動，被感動的靈魂所
展現出來的慷慨的靈魂，高貴的靈
魂。這靈魂就是大德蘭所說的：將
萬物踐踏在脚下的靈魂，先尋求天
主的國的靈魂。
聼到風聲，你知道風從那裏來，又會
往那裏去？這不是簡單人類認爲的科
學問題，理性分析得了的問題；任何
科學都只停留在現象内，但從何而
來，那是根本存在的問題，我們是無

法完全回答得了的問題。同樣的，凡
聖神而生的，也是這樣。從天地萬物
被創造開始，都離不開聖神。
風從哪裏來，又往何處去？你知道
自己從何而來，又會往那裏去？聖
神由上而來，你知道主耶穌也是從
天降下來？如果你不相信，又如何
明白從天而來的事務呢？風從那裏
來，是簡單的問題，只是知識性的
問題嗎？不是的，我們從何來，也
不只是一個理性探討才明白的事？
耶穌基督說的地上的事，不只是人
間的事，說的是自己的事，自己生
命的見證，是來自天上的事。
人懂得一切都除了天主賜予的恩寵
外，很多認識都是學習得來的，也

與過去不同的表示：“如果我們遵
守他的命令，由此便知道我們認識
他。那說：‘我認識他，’而不遵
守他命令的，是撒謊的人。”若望
宗徒對遵守命令、不犯罪、又符合
基督信仰和基督戰勝一切邪惡勢力
的方向的必要性很執著。我們該在
這一方向上認真努力，否則我們同
耶穌便沒有真正的關係，我們便不
認識他。
在聖經中，“認識”這兩個字是在表
達一種個人關係，一種同一個人很深
的關係。因此，若沒有忠誠認真地遵
守天主的命令和耶穌對彼此相愛的叮
囑，便談不上做真正的基督徒，不可
能同基督有真正和深入的關係。
由此可知，基督信徒的狀況不能是
一種順從罪惡的狀況。基督徒犯罪
常是可能的事，但這並非該是他慣
常的態度。他的基本態度該是忠實
地遵守天主的誡命，尤其是愛的誡
命。誰若追隨與之不同的方向，就
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就不屬於基
督，不接受他的恩寵，走向墮落。
由此可知，需要分清基本態度和罪
過，這是兩件實在不同的事情。基
督信徒的基本態度該當是對上主忠
誠。雖然我們抱這種態度，人性的
脆弱還能使我們犯罪。那麼我們有
耶穌做護慰者，他使我們得到罪過
的赦免。
但是，要是我們的基本態度傾向於
惡習和自私自利，我們就得不到寬
恕。這就是說，實際上我們背離了
信仰。要是我們的基本態度是惡
的，我們就不能同耶穌結合。
今天的禮儀邀請我們增強我們信仰
復活的基督的基本態度，增強對他
戰勝一切邪惡勢力的信德和接受他
救贖的願望。耶穌願意將他戰勝邪
惡的勝利通傳給我們，讓我們在他
的愛中進步。我們應該增強我們的
基本態度，知道它是我們基督信仰
生活的根本。
作者：阿爾貝．范諾怡
耶穌會樞機主教
是從說：我們知道的，才講論；見
過的，才作證；今天，主耶穌基督
告訴了我們，天上的事，只有從天
上來的人子，才知道，沒有人上過
天。今天，耶穌基督見證了天上的
事，我們信嗎？
這信，已經不在知識上了，而是生
活，生命的見證，因爲聖神不是我
們肉眼看得見的，而是生活，生命
的見證，就是由天而來的，主耶穌
基督的身上。科學不能舉證聖神，
哲學無法辯解聖神，只有主耶穌基
督活出的生命，才能瞭解聖神。
梅瑟高舉銅蛇，永遠無法讓我們瞭
解人子被高舉的意義，如果不是耶
穌基督的生命見證，我們又如何能
夠明白，天上的事？永生的事？尼
苛德摩最後明白了，不是從那裏得
知，而是在耶穌基督身上得知屬靈
的生命，聖神就在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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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公开接见：信德的灯要靠祈祷
我们学会祈祷信德也会随之成长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的要
理讲授中重申了祈祷的重要性：
信德的气息乃是祈祷；当我们学
会祈祷时，信德也会随之成长。
（梵蒂冈新闻网）教会蒙召世
世代代传承「信德的灯与祈祷的
油」。因此，教会的首要之务是
「祈祷及教导子民祈祷」。教宗
方济各4月14日在周三公开接见
活动中如此表示，并在要理讲授
中强调了信德与祈祷之间的重要
关系。
教宗说：「信德的灯带来光亮，
让事物能确实按照它们的现况得
到妥善整顿，但是信德的灯只能
靠祈祷的油来延续，否则就会熄
灭。缺少这盏灯的光，我们将看
不见福传之路，甚至看不见深信

不疑的道路；我们将看不见那些
有待亲近和服务的弟兄姊妹的面
容；我们将无法照亮我们团体相
聚的房间……。缺乏信德，一切
都会崩毁；而少了祈祷，信德将
会熄灭。信德与祈祷相辅相成，
别无它法。因此，教会是共融的
家庭与学校、是信德和祈祷的家
庭与学校。」
「教会内的一切源自于祈祷，而
一切又都因祈祷而成长。」教宗
强调了这一点，并且举例说明：
某些教会团体内部一致同意推动
改革，却没有祈祷，光是讨论。
教宗指出，「圣神启发前行，而
祈祷向圣神敞开大门。教会内的
改变若是缺乏祈祷，就不是教会
的改变，而是团体的改变。敌人

想要打击教会，它的第一步就是
使得教会的泉源干涸，阻止教会
祈祷，并作出其它一些提议」。
《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提出了
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人子来
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
教宗进而问道，人子来临时，「
会不会只找到那些有如信仰企业
家的团体，找到那些一切有条不
紊、乐善布施的组织，或者祂将
会找到信德？
事实上，耶稣的这个提问是紧接
著一个有关恒心祈祷的比喻而来
的。因此，「只要祈祷的油依然
存在，教会真信德的灯就会一直
在地上点亮」。教宗指出，祈祷
推进信德和我们贫乏、软弱和满
是罪愆的生活。而我们祈祷时，

不可鹦鹉学舌，却要发自内心地
祈求。
圣人圣女以生命为祈祷的力量作
出了见证。他们也会遇到困难，
「甚至经常遭到反对」，但是他
们总是能从慈母教会取之不尽的
井里汲取祈祷的力量，滋养信德
的火苗。教宗说：「圣人在世俗
的眼里往往无足轻重，但是他们
其实是支持世界的人。他们靠的
不是金钱、权势、传媒等武器，
而是靠祈祷的武器。」
接著，教宗提到许多基督徒都
有的经验：基督徒通常是从父母
亲、祖父母的身教上学会祈祷。
或许在睡前，父母亲会倾听儿女
的心声，并在给出福音所启发的
建言。日后在成长的道路上，我

们遇见祈祷的见证人和老师，帮
助我们培养这些在儿时埋下的祈
祷种子。
「信德的衣衫」会随著我们一
起长大，而非僵硬不变。教宗指
出，危机使人和信德有所成长，
甚至可以说，「若是没有危机时
刻，就无法成长」。「信德的气
息乃是祈祷：当我们学会祈祷
时，信德也会随之成长。经历了
人生的某些阶段后，我们会意识
到，缺乏信德就会难以成事，以
及祈祷是我们的力量」。
教宗不仅提到个人的祈祷，也谈
及他人的代祷。教宗表示，教会
内的祈祷团体持续繁盛兴旺。礼
仪时节与团体祈祷伴随著堂区的
生活，有些基督徒感到蒙召以祈
祷作为自己一天的主要活动。很
多献身于天主的人在隐修院和独
修地生活，那里成了「在灵修方
面发光发热的中心」、「小小的
绿洲」，而且也能在其中缔造友
爱共融、成为「教会和社会架构
的生活细胞」。教宗由此念及「
隐修生活在欧洲和其它文明诞生
与成长方面扮演的角色」，因为
「在团体中的祈祷和工作有助于
推动世界前行」。

教宗在天主慈悲主日弥撒指出
我们不能过著半个信仰生活
在天主慈悲主日，教宗方济各邀
请信众不要冷漠待人，却要与他
人分享，俯身亲近更有需要者的
「伤口」。
（梵蒂冈新闻网）基督徒不该待
人冷漠、过著半个信仰生活。4
月11日天主慈悲主日，教宗方济
各在梵蒂冈附近的圣神堂主持弥
撒，邀请信众省思天主是否触碰
了自己的生命。
教宗说：「请看看你是否俯身亲
近他人的伤口。今天我们应当
问自己：『经常领受天主平安的
我、经常领受祂宽恕与慈悲的
我，是否慈悲善待他人？经常受
到耶稣圣体滋养的我，是否做了
些帮助穷人止饥的事？』我们不
可冷漠待人，我们不能过著半个
信仰生活，光是领受却不付出，
光是接纳恩典却不为他人无偿奉
献。」
在弥撒讲道中，教宗提及众门徒
「领受慈悲后变得慈悲为怀」。

复活的主耶稣「安慰他们沮丧的
心，慈爱地扶他们重新站起来」
，如此促使他们「复活」。教宗
强调，「一个人若不意识到自己
领受了慈悲，就很难慈悲待人」
。在蒙受慈悲时，三种恩典沛
降，它们分别涉及平安、圣神与
伤痕。
首先，平安使得门徒从害怕追
捕、担心落得跟主耶稣一样的下
场，从舍弃和否认主耶稣，过渡
到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教宗指
出，复活的主耶稣现身时，重复
说了两次：「愿你们平安！」「
耶稣带来的平安，并非从外部消
除问题，而是在心中注入信赖。
那不是外在的平安，而是心灵的
平安」。耶稣的平安让门徒从内
心懊悔变成投入使命。
「那既不是宁静，也不是安逸，
而是走出自我。耶稣的平安使人
摆脱那些令人裹足不前的封闭态
度，粉碎那些桎梏人心的枷锁。

门徒们感受到蒙受慈悲：他们感
到天主没有责备他们、没有羞辱
他们，却信任他们。是的，天主
比我们自己还相信我们。」
在祝福了平安之后，耶稣赐给门
徒圣神的恩典，以宽恕那些在危
难关头舍弃主耶稣逃走、事后惴
惴不安的门徒的罪过。教宗解释
道：「《圣咏》说：我们的罪恶
常在眼前（参阅：五十一5）。
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消除罪恶。
唯有天主能消除罪恶，唯有祂能
以慈悲引领我们走出最悲惨的不
幸。我们跟那些门徒一样，需要
受到宽恕，由衷说出：『上主，
求祢宽恕！』让我们敞开心扉
来接受宽恕。在圣神内的宽恕是
个内心复活的逾越之恩。让我们
祈求恩宠，好能接纳这份逾越之
恩，拥抱宽恕的圣事，并且明白
告解圣事的核心不是带著罪过的
我们，而是心怀慈悲的天主。」
告解圣事的用意在于扶起失足犯

海地绑架事件瞄准天主教会
十害者中五位司铎两位修女

绑架事件”。不到两周前，武装
人员才刚绑架了一名牧师和另外
三人。海地大约有1000万居民，
其中7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以
下。
多年来，意大利明爱会一直在援
助海地明爱会和当地教区。意大
利明爱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办
事处负责人纳尼（Walter Nanni）
向梵蒂冈新闻网表示，“不幸的
是，不安全、贫困和暴力现象正
在海地大量增加，武装团伙的临
在使盗窃、袭击和绑架事件急剧
增长”。纳尼讲述说，这次的绑
架事件，并不是第一次有宗教人
士遭绑架。“这在过去已经发生
过，不只有天主教会士和在医院
服务修女，还有新教的牧师也遭
遇过绑架事件”。所有付得起赎
金的人都被这些犯罪团伙视为潜
在的资源。
关于正在对海地暴力和绑架事件
犯案人员进行的调查，纳尼说，
活跃在海地的犯罪团伙有76个，有
的是以准军事方式组成。“有些
团伙把强烈的认同感也传递给没
有未来的青年和没有工作前途的
青少年”。他们被这些团伙所吸
引，因为它们有机会在很短的时
间内得到经济资源。

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军车。
海地再次发生绑架事件，这次瞄准
的对象是天主教会。当地男女修会
联合会敦促该国从正在经历的暴力
气氛中重振起来。意大利明爱会纳
尼向本新闻网表示，“不安全和暴
力现象正在大量增加”。
（梵蒂冈新闻网）海地近年发生
多起暴力事件，今年4月11日的
受害者是五名司铎、两位修女和
三名平信徒。当地主教团公布了
这一消息，并指出绑架者要求支
付赎金100万美元才能放人。这
次绑架事件是在首都太子港东北
部地区发生的。海地男女修会联
合会秘书长佩尔特罗普（Gilbert
Peltrop）神父在一份声明中公布了

遭绑架的十个人的名字，在五位
司铎和两位修女中，有两人是法
国籍。
海地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政治
和社会危机，有可能爆发动乱和
实施专制。在过去的15年中，飓
风、地震和流行病造成严重动
荡，在这种状况下，有一段时间
以来，绑架和暴力犯罪越来越折
磨著海地。尽管国际社会动员起
来，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紧急
情况，直至今天仍在继续。
据当地通讯社称，这七位修道人
员可能是被一个恶名昭彰的犯罪
团伙绑架。佩尔特罗普神父表
示，“国家必须站出来对抗这些

教宗在梵蒂冈附近圣神堂主持弥撒。
错的人。我们人人都需要这点，
如同孩子跌倒后需要父亲扶他一
把那样，「天父也随时乐于伸手
扶我们重新站起来，帮助我们前
行」。
「这只安全又可靠的手便是告
解圣事。它是扶我们重新站起
来的圣事，不让我们跌倒后在
坚硬的地上哭泣。那是复活的
圣事，是纯然的慈悲。听告解
的人必须让人感受到慈悲的甜
美。这是所有听告解的人的
道路：让人感受到耶稣宽恕一
切的慈悲的甜美。天主宽恕一
切。」

在平安与宽恕之后，耶稣赐下
以「慈悲」来医治的「伤痕」
。正如多默「触摸到那些天主
爱我们到底的伤痕」一样，这
些伤痕是「天主与我们之间的
渠道，为我们的不幸倾注慈
悲」，我们借由这些伤痕进入
「祂的温柔」，对祂的慈悲不
再心存怀疑，却发现祂已「温
柔接纳了我们的每个软弱」。
这就是在每一台弥撒中发生的
事：在感恩祭中，「耶稣为我
们献出祂带著伤痕、死而复活
的圣体；我们触碰祂，祂也触
碰我们的生命」。

塔格莱枢机为菲儿童傅洗
圣洗是信仰历程的起点

马（信仰通讯社）—四月十二
日，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路
易斯·安东尼奥·塔格莱枢机在
罗马圣母大殿为在罗马的两名菲
律宾儿童傅洗，强调“圣洗圣
事是信仰历程的起点”。为人父
母者肩负着子女教育、抚养等责
任，也蒙召汲取信仰的恩典，“
让他们参与祈祷和基督信仰团体
生活”。
传信部长告诫家长牢记圣洗圣事
的深刻含义，“有时被简单化
了”，甚至将与亲朋的庆祝放在
了首位，丧失了圣洗圣事的精神
意义。塔格莱枢机还告诫代父
母，“要帮助孩子的家长促进孩
子在信仰内的成长”。
在罗马圣母大殿中举行的仪式严
格遵守防疫措施，仅有部分教
友进入圣堂，其他人通过视频参
与。意大利共有大约15万菲律宾
移民，绝大部分是劳工，多集中
在罗马和米兰。
这一圣洗圣事是菲律宾团体庆祝
基督信仰传入菲律宾五百周年

塔格莱枢机为菲儿童傅洗。
（1521-2021）纪念活动组成部
分。
罗马的菲律宾中心为移民以及他
们的家庭提供社会和牧灵援助，
也是罗马教区63个菲律宾团体（
大约47,000名成员）的核心骨干。
其宗旨是提供灵修培育、参与地
方堂区活动、巩固菲律宾文化和
价值观、促进体育和社会-文化
活动。中心的五个委员会各司其
职，分别是敬礼、教育、社会文化行动、健康和体育、财务、
青年与家庭。

Xian Feng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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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炳坚总主教谈使用阿拉存争议
基督教期与穆斯林达和解方案

（吉隆坡讯）马来西亚基督教
联合会于4月12日举行两年一
度的代表大会，原任该会主
席廖炳坚（天主教吉隆坡总主
教）任期届满，大会选出沙巴
圣公会总主教淼德达斯为新主
席。
廖炳坚总主教在致开会辞时，
指出过去的一年深具挑战、
使人难以沉着、充满焦虑及不
定，致使我们每个人皆体验到
不同的阻扰。
新冠肺炎疫情成了一种使我们
展示出作为一名真正基督徒的
危机，我们的中心信德要如基
督那样，藉着他的死亡与复活
救助了我们，我们也要救助和
爱护其他的人—即使涉及个人
的危险和代价。
多少世纪以来，基督徒都知

吉隆坡总主教廖炳坚。

联合会新主席淼德达斯总
主教。

道：关心别人。圣经教导我
们，不要选择服务的对象，而

是甚至为敌人服务；而唯一的
条件就是为受害者服务。

为首届全马牧民大会铺路
拟定教会使命愿景路线图

（吉隆坡讯）马来西亚第
一届牧民大会Pan
Malaysia
Pastoral Convention 已定于
2026年9月16至19日，在新山
避兰东的甲柔教区活动中心举
行。这是每十年举行一次的大
马半岛牧民大会，于经过4届
大会之后，首次扩大至全马，
包涵了沙巴和砂拉越教会的代
表。
负责筹组大会的中央工作委员
会人选如下：
廖炳坚总主教（大马半岛/吉
隆坡）

黄士交总主教（沙巴/亚庇）
许德光主教（砂拉越/诗巫）
米兰达神父（槟城），陈忠
勇神父（吉隆坡），黄来发
副主教（甲柔），马达南神
父（亚庇），英岸副主教（根
地咬），麦达金神父（山打
根），王博弟神父（古晋）
，Alphonsus Tang 神父（诗
巫），Andy 李神父（美里）
。
马来西亚牧民大会的愿景是：
马来西亚天主教会的神职人

黄士交总主教主讲指出
圣若瑟为世人父亲典范

亚
庇
总
主
教
黄
士
交
主
讲
情
形

（亚庇讯）圣心主教座堂华
协配合聖瑟年於2021年4月9日
晚上，顺利舉辦有關教宗方济
各所写关于聖若瑟 ，聖母的
净配牧函的讲座，并由黄士交
總主教主講。该牧函题为“以
父亲的心”，是爲慶祝聖若瑟
被奉爲普世教会主保一百五十
周年纪念。
當晚講座只限预先报名的实
体出席者，同时安排居家的教
友透过Zoom 平台直播参与。
结果，有三十位实体出席

者，另有三十位教友在线上参
与。
黄總主教以简短祈祷开始講
座，提到聖若瑟是一位默默无
闻的聖人，常被人遗忘。 他
感激现任教宗于去年12月8日
起，设立聖若瑟年，发布名
为“以父亲的心”的牧函。
该牧函载有七个圈出聖若瑟的
优点 ：（一）受人爱戴的父
亲，（二）温良慈爱的父亲，
（三）服从的父亲，（四）接

员、修会会士以及平信徒一起
前来，在上主的光明中庆祝、
聆听和行走。（依撒依亚先知
书 2：2-5）
大会的使命是：
A. 作为人民声音的教会；
B. 秉怜悯心向外伸援的教会；
C. 传达充实生命的教会；
D. 成长为至圣的教会。
2026年PMPC 大会的目标：
1. 我们藉由马来西亚天主教
会聚在一起，表达我们同属一
体，和庆祝我们丰富的多元化

纳的父亲，（五）富有創意的
勇气的父亲，（六）劳动的父
亲及（七）反映天父形象的父
亲。
瑪竇福音描述聖若瑟為正義
的人。他被选爲聖母的配偶及
耶穌的養父。在福音中，他表
现沈默寡言，易被忽略。可是
他在天主的眼中是珍贵的。教
會逐渐從天主的救恩计划中，
发现他的角色舉足轻重， 於
1870年12月8日，由教宗比約
九世隆重宣佈他為「天主教教
會的主保聖人」。
现任教宗更定2020年12月8
日至2021年12月8日爲【聖若
瑟年】。教會於每年三月份及
星期三特别敬礼聖若瑟。
黄總主教以聖若瑟祷文结束
其讲座。 问答环节，在场听
众可向主講者提出疑问或作有
關分享。主办单位还花心思准
备七份聖若瑟聖相及态像，供
听众抢答主講者所准备的聖经
问题的抽奖礼品。 當晚抢答
场面在喜樂气氛中进行，奖品
由華协主席江伟文送出给胜利
者。
愿我們众人於聖若瑟年加
深对他的认识，进而仿效他
承行主旨，成为天主的救恩工
具。

廖总主教说，我们今天要问自
己：作为耶稣的追随者，我
们是怎样的人？值此新冠大流
行之际，我们是受到自私的驱
使，或是能够与人分享耶稣的
爱？
是的，我们要保持身体距离，
但不是人际关系的距离。让我
们利用此时机团结为一个国
家，和疫情大流行作战。虽然
我们之间有政治及宗教分歧，
让我们向全体马来西亚人张开
双手，团结一致，以战胜新冠
疫情；让我们于病毒制造了社
会壕沟之际，建造一道联系的
桥梁。
“阿拉”字眼的使用
谈到不久前的高等法庭案件，
判决全马的非穆斯林皆可使
用“阿拉”的字眼时，廖总主

以及与基督共融的独特性。
2. 我们接受挑战与机会，在共
融中加强力量，并使望德、圣
化及使命增长。
3. 我们作为共融的福传使徒，
要成为地上的盐与世上的光。
走向大会的路线图
作为走向2026年大会的路线
图，继马来西亚神职人员于
2018年7月召开大会后，各地
堂区从2020年开始至2024年陆
续开会，并在其召开的堂区牧
民会议中，商讨堂区教友的人
口调查和草根阶层的问题。其
他的会议如下：
2022年，全马来西亚的修会举
行全体大会。
2023年，总主教区/主教区召
开牧民大会。
2024年，分别举行沙巴牧民大

教说，虽然是对我们有利，但
我们还是不能洋洋得意或胜利
跳跃，因为此问题在我国还是
具有争议。
他说，我们必须致力于和穆斯
林兄弟寻求一个共同方案，以
达致互相尊重和谅解。我们需
要给予他们一项保证，我们的
讲马来西亚语及原住民基督徒
使用阿拉的字眼，并没有恶意
的企图。
他说，他以沉重的心情，把这
问题交棒给联合会的新主席和
执委会。但我们怀着希望和
信心，我们将会获得积极的进
展，让问题得到接纳与互相谅
解，以及得到以我们的方式崇
拜的自由。
廖总主教说，如果我们以信德
的眼光来看过去、现在和未
来，我们便能感到有希望。这
是植根于耶稣基督的真希望，
我们要通过信德的眼光，以超
自然的方式来观看事物。
总主教在总结时说，我们将为
我们国家的公义与和平、共同
的和睦及提升国家的期望而继
续奋斗；我们也各司其职，继
续努力。
会，砂拉越牧民大会，以及半
岛牧民大会。各大会须着重家
庭、教堂、社会及环境生态课
题。
各地区性牧民大会应采用相同
的方法，以统一及综合共同的
问题，然后交由2026年PMPC
大会去处理。
2025年，轮到马来西亚天主教
青年团举行大会。
同年1月，以联合三个十字架
为一的象征“Salib Malaysia”
，在各总教区/教区同时推展
沙砂及半岛合一的旅程，访问
所有的堂区、小堂、修会组织
以及社群中心，并于2026年9
月结束。到9月时，各总教区/
教区的Salib Malaysia 十字
架，将运送至马来西亚牧民大
会的会议中心。

世卫发布宗教庆典指南
警惕民众防疫勿松懈
（八打灵再也讯）由于冠病大流
行还未结束，为了斋戒月和来临
的卫塞节及其他重大宗教活动的
防疫，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布了宗
教庆典活动的安全指南劝告，警
惕民众勿松懈。
世卫驻马来西亚、汶莱和新加
坡代表卢颖如说，世卫鼓励人们
继续听取卫生当局的意见，并遵
守当地的指南，因为个人和社区
的行为仍然是大流行最有力的防
疫武器，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她于4月13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世卫的劝告是为宗教领袖提
供关于在疫情期间如何保持宗
教习俗的提示，内容涉及群众聚
会，以及一系列与安全做法有关
的海报和社交媒体贴图。
她说，政府在假日期间采取了
不同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以遏
制病毒的传播，尽管由于这些措
施，宗教传统看起来可能有所不
同，但仍以确保每个人都保持健
康的方式团聚。
改网上庆祝或与家人共庆
今年的庆祝方式可以转为网
上，或与家人共庆。若须进行户
外的活动，则须额外注意人身距
离。

她说，在这个社会创新和新科
技时代，即使彼此分开，也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团结在一
起，我们应该在即将到来的假期
充分利用这一点。
“我们敦促人们，即使在假期
期间也要根据国家疫苗接种时间
表进行疫苗接种。重要的是要注
意，对于那些庆祝斋戒月的人，
疫苗和成分与先前的宗教法令保
持一致，接种疫苗不会影响穆斯
林斋戒。”
她欣慰看到优先群体已接
种，但在疫苗未普及之前，人
们在旅行、膜拜、庆典或日常
生活中都必须继续采取保护措
施。
民众可以浏览世卫网站，获
取宗教和文化庆典期间预防冠
病的建议和指南。
另一方面，为了防范第四波
疫情，卫生部建议勿允许人民
跨州回乡庆祝开斋节，同时，
若斋戒市集出现感染群就必须
立刻关闭。
卫生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峇峇
说，卫生部认为有关允许人民
跨州回乡庆祝开斋节的建议须
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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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全球回教徒人口第一大国
副总统：印尼不是回教国家
（雅加达讯）印尼副总统马鲁夫日前表
示，尽管印尼是世界最大回教徒国家，
但绝对不是回教国家。
据印尼媒体Tempo报道，马鲁夫这段
谈话是早前在复活节时发表的，他认为
必须顾及国内各宗教之间的和谐，以及
尊重各族的多元文化。
他指出：“尽管印尼大多数人口为回教
徒，且是全球回教徒人口第一大国，但

我国并非回教国家。”
他强调，印尼将坚守“潘查希拉”，即
印尼建国的五项原则。
马鲁夫说，必须维持和改善印尼各种宗
教同胞之间的关系。他称：“我们有义
务维护和对待全民共识，其中包括尊重
通过维持国家统一而存在的多样性。”
他补充：“我们的多样性是印尼民族赖
以生存的基础，财富和力量。”

马鲁夫在2019年印尼总统大选期间成为
现任总统佐科威的副手，他也曾担任全
球最大回教组织回教教士联合会的的高
级领袖。
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报告，印尼总人
口2.7亿，仅次于中国、印度、美国，
位居世界第四。 印尼的穆斯林人口占
总人口的87%，约2.4亿人，位居世界第
一。

承德教区三位执事晋铎
主教促为教会圣召祈祷
（ 真 理 电 台 讯 ）2021年4月11日上
午9点，承德教区在主教座堂为李兵
兵、薛志勇、李彭举三位执事举行隆
重的晋铎典礼。据中国天主教网站消
息，祝圣典礼弥撒由承德教区郭金才
主教主礼，来自教区的全体神父、修
女，以及新司铎的父母、亲友和各堂
区的教友们参礼。

弥撒讲道中，主教邀请参礼的教友们
多为教会的圣召祈祷，为承德教区
刚刚晋铎的神父们祈祷，多关心、
爱护、保护并照顾他们的福传工作，
使神父们努力善尽铎职更好的服务教
会。
李兵兵神父，圣名伯多禄，2008年9月
入备修院学习，2014年9月入河北天主

教神哲学院，2018年6月毕业。2020年
11月20日在承德教区主教座堂领受执
事圣职。
薛志勇神父，圣名伯多禄，2010年9月
入备修院学习，2014年9月入河北天主
教神哲学院，2018年7月毕业，同年9
月至2019年7月在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
进修。2020年11月20日在承德教区主
教座堂领受执事圣职。
李彭举神父，圣名保禄，2008年9月入
备修院学习，2011年9月至2012年7月
在河北天主教神哲学院学习，2013年
9月考入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2019年
6月毕业。2020年11月20日在承德教区
主教座堂领受执事圣职。

承德教区三位执事晋铎。

缅甸军人侵犯宗教自由
闯入搜查教堂和庙宇
仰光（信仰通讯社）—缅甸境内的基督
教会教堂和佛教庙宇继续遭到军人的突
袭和暴力搜查，寻找所谓隐藏的非法活
跃分子。据本社消息来源证实，日前，
军队袭击了克钦邦的很多教堂，称基督
徒进行所谓的颠覆行动。浸礼会、天主
教会和圣公会教堂均遭此厄运。全国各
地还有许多佛教寺庙被搜查。
本社通讯员继续表示，“上述行径应遭
到谴责，侵犯了宗教自由。宗教活动场
所是神圣的。全国人民都为神圣的场所
遭到武器的践踏感到痛心、愤慨”。克
钦邦浸礼会牧师告诉本社，“军人们查
明社交媒体上抗议青年的身份后，便在
夜间行动逮捕他们”。他们翻墙入院，
没有任何理由、搜查所有的地方。军人
们知道这些抗议领导人可能藏在这些建
筑内，宗教领导人本身就参加抗议和反

政府示威。在所有被搜查的教堂内，
治安力量没有找到任何非法的情况。
牧师继续表示，“如果军人对宗教活
动场所都这样，那私人住宅也就可以
想象了”。克钦浸礼会现有四十多万
名成员、429座教堂，在克钦邦内发
挥着重要作用。“基督信仰团体、佛
教会、印度教、穆斯林宣讲真理和正
义”。此类“暴力袭击和威胁令人恐
惧”。
同时，牧师代表教会强烈谴责了军政
府的行径；每天坚持在礼仪中为和平
与正义祈祷、求实现联邦制民主、平
等、尊重自由和人权。
日前，治安力量闯进了掸邦腊戍的浸
礼会圣堂，将十名教会领导人和堂内
人员关押了两天，并在寻找反政府示
威者时在教堂内开枪。

缅甸军人。

印尼副总统马鲁夫。

印度最高法院以违宪驳回
反宗教皈依自由的诉讼
（梵蒂冈新闻网）4月9日，印度最高法院驳回了
印度人民党的一位律师提出的诉讼，这对于印度
的少数宗教团体无疑是一重大的胜利。这位人民
党的法官要求引入一项国家法律，对皈依其它宗
教的信徒制定规则，最高法院则判定任何一位成
年公民都能自由选择他所属意的宗教。
最高法院认为，上述要求中提出的措施会违反宪
法，因为印度基本法确保每个公民有权利信奉、
实施和传扬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法官宣判说，在
宪法中写明“传扬”一词是有其理由的。
在印度几个邦受到人民党的推动正引入对所谓
的“强迫皈依”采取限制措施之际，最高法院的
决定令印度天主教会感到满意。印度主教团前发
言人巴布·若瑟（Babu Joseph）神父表示，这项
判决的到来“恰到好处，因为拥护印度教的组织
抬高声音要求制定禁止皈依的国家法律，指控基
督信仰传教士使用欺骗手段使贫穷的‘贱民’和
部族的民众皈依”。
到目前为止，印度8个邦引入了反皈依法律，目标
常对准占少数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团体。其中的4个
邦，即北方邦、北阿坎德邦、中央邦，以及古吉
拉特邦最近通过了修正案，将现有法律的实施延
申至婚姻领域，以阻止所谓的“爱情圣战”为借
口，为穆斯林男性与非穆斯林女性之间的婚姻蒙
上阴影。

貌波枢机:缅甸需要天主慈悲
国家处在真正的十字苦路上

（梵蒂冈新闻网）在“血泊和泪水”中
走过 “一道真正的苦路”，那是“黑暗
时期”，有“阴霾和死亡”、“痛苦的记
忆”，以及“母亲痛哭她们的儿子”。缅
甸仰光总主教貌波（Charles Maung Bo）
枢机在4月11日天主慈悲主日发表的讯息
中，如此描述了该国军事政变后两个多月
来的局势。
枢机特别提到人民的痛苦，谈到克钦邦首
府密支那的事件，即3月初一位圣方济各
沙勿略会的修女跪求治安部队不要向和平
示威的青年开枪。枢机表示，“世界以惊
异的目光注视著这个在邪恶的海啸面前作
出牺牲的伟大见证”。众信友要效法这
个“为救赎之爱作的见证”，因为“简
单的慷慨之举就能在黑暗中闪耀著巨大威
力”。
貌波枢机继续表示，“今天，处处需要善
行，慈悲的天主提醒我们信仰不能没有行
动”。因此，“教会接近子民的抗争，蒙
召在血泊和泪水中陪伴他们”。基督复活
的希望强而有力，信友们应谨记“生命
将从死亡中诞生”，“天主能从墓穴中创
造奇迹”。“在我们今天面对的巨大挑战
中，我们要寻求天主的慈悲。
貌波枢机最后指出，“时辰仍处于黑暗，
步履似乎艰难，我们需要天主的慈悲之光
照耀缅甸”，因为这正是上主的讯息：“
在黑暗前要宽恕，在仇恨前要有爱”。
愿“慈悲天主的爱”保护整个国家，愿“
耶稣圣心治愈所有的人：受压迫者和欺压
者”。
另一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仰光的反政变示威者。
Bachelet）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呼吁国际
社会不要再重复同样的“叙利亚过去的致
命错误”。
她担心该国可能会走向“全面冲突”，因
此她敦促采取一致行动，制止军队“镇压
和屠杀人民”。实际上，军方对武装族裔
群体的挑衅行为日渐增多，他们的反应正
在促使该国内战。
几个西方国家以及南韩和日本已谴责军方
的暴力行为，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裁并中
止了援助计划。
对于巴切莱特来说，“谴责声明和有限的
针对性的制裁显然是不足够的”。在对中
国和东盟国家的强烈呼吁中，她敦促“有
影响力的国家”紧急向缅甸军方施加协同
压力，以制止犯下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可
能危害人类罪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