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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座新聞室解釋梵中臨時協議續簽兩年的理由 
 
����年 ��月 ��日，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主教任命的臨
時協議再延長兩年。聖座新聞室在這項協議到期當天發表公告，
宣布了這個消息。公告指出:「得益於締約雙方在商定事項方面
的良好溝通與合作、考慮到上述具有重大教會和牧靈價值的協
議的啓動執行是積極的，聖座有意繼續開放性的和建設性的對
話，從而促進天主教會的生活和中國人民的利益。」 
 
公告還附加一篇《羅馬觀察報》發表的文章，其中解釋這項選擇
的理由。文章指出: 
 
「雙方評估了協議實施的不同方面，共同確定經由雙方正式互
換的口頭照會，將協議的有效期延長兩年，直到 ����年 ��月 ��
日。」 
 
「臨時協議的主要目的是支援和推動在中國的福音宣講，重建
教會圓滿和有形可見的合一。主教任命和主教們與伯多祿繼承
人合一的問題，對教會無論在地方還是普世層面的生活都至關
重要。正是這個因素激發了談判，並在臨時協議的起草中成為參
照點，好能 一步一步地確保主教們在信仰和共融上的合一，以
及全力為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團體服務。今天，在中國的所有主教
已經於數十年後首次與羅馬主教共融，而且藉著協議的實施，將
不再有非法祝聖的情況。」 
 
文章解釋道:「臨時協議沒有面對所有尚未解決的問題或仍引起
教會不安的情況，唯一涉及的是主教任命問題。」 
 
文章引用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最近在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專
題研討會的發言，提到對臨時協議「出現的一些誤解。其中許多
誤解，出於將臨時協議中沒有的目標歸於其内，或將此協議與政
治問題相連，而這些問題與這項協議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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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在北京簽署的臨時協議是一段漫長旅程的到達點，但對簽署一個更寬廣
和具有遠見的協議也是，且尤其是起點。臨時協議是一種開放和有建設性對話的成果，
因其試行性質，經雙方同意予以保密。這種受到尊重和友誼所滋養的對話態度是教宗
方濟各强烈主張和推動的，他清楚意識到教會的共融在過去受到的創傷，以不容置疑
的延續其前任思想的態度，進行了由其前任開啓並推進的長年談判後，恢復了與未經
教宗授權而祝聖的中國主教們的圓滿共融，並且允許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
此協議草案先前已經獲得本篤十六世教宗的批准。」 
 
文章繼續寫道:「國際政治界的一些方面嘗試以地緣政治學為主來分析聖座的工作。但
對聖座而言，簽署的臨時協議所涉及的完全是教會問題。此外，聖座也充分認識到，
這對話有利於更富有成果地尋求整個國際社會的公益。」 
 
「至於到目前為止取得的成果，就是已經任命了兩位新主教，同時正在進行新的主教
任命的其它幾個程序。即使在數據上可能讓人覺得沒有重大成果，然而，在希望能逐
漸達到其它積極的目標上，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雙方的接觸和臨時協議的實施也是
由於疫情大流行引起的衛生緊急情況受到了影響。」 
 
「因此，在中國主教實際且日益積極的參與下，協議的實施對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生
活已經非常重要，對普世教會亦然。在這種情況下，聖座的牧靈目標也得以確定，即
幫助長期分裂的中國天主教徒展現出修和、合作及合一的徵象，使在中國的福音宣講
得以更新和更加有效。」 
 
文章最後表示:「該當承認，仍然存在不少非常痛苦的情況。聖座完全瞭解這種情況，
並予以認真考慮，在促使宗教自由更有成效的實行上喚起中國政府的注意。這段旅途
仍然漫長，存在困難。聖座祈願臨時協議和它的續簽有助於解決共同關注的尚未解決
的問題，尤其是關乎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團體生活的問題，以及在我們經歷許多國際上
緊張形勢的此刻，促進和平的國際願景。」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轉載自 KWWS���VDOWDQGOLJKWWY�R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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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讀經 
讀經一: 出谷紀 �����-�� 
讀經二: 得撒洛尼人前書 ���-�� 
福  音: 聖瑪竇福音 �����-�� 
 
在耶穌的時代，猶太宗教的祖傳法律已發展為 ���條具體條文，其中又分

為 ���條禁令，���條要求。這樣鉅細靡遺的規定，對當時的人而言，自
然是相當複雜難以弄清楚的。因此這個法學士所提出的問題，其實也是一
個相當生活化，在現實生活中常被討論的問題，且導引出各種不同答案，
令人更感到無所適從。耶穌提出「愛天主」和「愛近人」的雙重愛的誡命
作為答覆，其基礎都在舊約（意即猶太人的聖經）之中。前者是直接引用
申六 �：「（以色列）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但是瑪
竇的經文把「全力」改為「全意」，意思是運用全部「理智」。猶太人刻
意分別地說出「全心、全靈、全力」，目的是為了強調「愛」本身所含有
的廣泛意義。至於「愛近人」的法律，在猶太社會中也同樣受到高度的重
視。但是「應愛人如己」的經文並非出於申命記，而是引用自肋十九 ��。
愛天主與愛人兩個誡命就如鈎子一樣，全部法律和先知都掛在上面，這是
一個猶太教中常見的表達方式。瑪竇也用相同的表達方式，作為「山中聖
訓」的總結（瑪七 ��）。耶穌的「山中聖訓」教導人，如何具體的實現「雙
重的愛的誡命」。「愛天主與愛近人」是一個總括性的概念，表達天主透
過法律與先知給予人民的整體生命指示。因此，它們的確是最大的誡命！
這是耶穌的宣講的基本特色（瑪五 ��-��，十八 ��-��，二五 ��-��），是
基督徒倫理生活的最高指導原則。 
>節錄自 KWWS���ZZZ�FFUHDGELEOH�LQIR] 
 
下週讀經 
讀經一: 默示錄 ���-���-�� 
讀經二: 聖若望一書 3:1-3 
福  音: 聖瑪竇福音 ���-�� 

讀經分享 

雙重愛的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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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月 ��日主日在梵蒂岡宗座大樓書房窗
口帶領信眾誦念三鐘經。念經前，他省思了主日福音内容。當天福音記述
納稅的問題。耶穌的對手向祂提出一個“陰險的問題”好使祂陷入圈套，
並在民眾中失去威信。他們問耶穌，“給凱撒納稅，可以不可以”？耶穌
答道，“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 （瑪廿二 ��-��）。
教宗說，“納稅是公民的義務，同樣，遵守國家合理的法律也是公民的義
務。在此同時也必須肯定天主在人類和歷史生命中的首要地位，遵守天主
對屬於祂的事物所擁有的權利。教會和基督徒的使命源於此：向所處的
時代的人宣揚天主，為祂作見證”。此外，教宗接著指出，這個困擾人的
問題源自印在稅幣上的羅馬皇帝的肖像，它被視為是“對以色列的天主
的侮辱”。耶穌的回答令祂超越了這個爭論。教宗說：“一方面，祂認可
必須得向凱撒納稅，因為稅幣上的肖像是他的；但耶穌更要提醒人們，在
每個人内心、在靈魂裡，都帶著另一個肖像，就是天主的肖像，所以每個
人都要為自己的存在、自己的生命而感到受了天主的恩惠，唯獨對祂有所
虧欠”。正是由於這個區別，基督徒的使命變得清晰可見，“我們蒙召活
躍的臨在於社會中，以福音和聖神的生命力令社會生氣蓬勃”。教宗說：
“應謙卑同時也勇敢地付出努力，貢獻於建設一個充滿正義與友愛的愛
的文明。” 最後，教宗祈求聖母瑪利亞幫助我們躲避各種虛偽，成為“誠
實和有建設性的公民”，並在見證天主為生命的中心和意義的使命中，做
基督的門徒。 
>節錄自 KWWS���]KW�UDGLRYDWLFDQD�YD�QHZV] 

†�教宗方濟各 † 
做誠實的公民和 
福音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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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玫瑰月」的最後一個主日,請大家準時於下午 �時在 =RRP線上一起恭

念玫瑰經。會議 ,'： �������������，密碼： ������。 
 
�� 慕道班的上課時間會安排在主日的上午 ��時開始,以 =RRP視像會議形式進行。

誠意邀請未領洗或想再慕道的弟兄姊妹參加。欲知慕道班的詳情及報名,請聯絡
$JQHV�/DX,DJQHVZRQJ��#JPDLO�FRP。今天的課題是「治療聖事 - 告解及傅油�」。
十一月份的慕道班課題如下。 
 
主題:「基督奧蹟的慶典」 
· ����������— 「服務聖事 - 婚配及聖秩」 

 
主題:「在基督內生活」 
· ���������—「人位格的尊嚴」 
· ���������—「道德與罪過�」 
· ���������—「社會公義�」 
· ���������—放假（感恩節） 

� 
�� 十一月份的戶外彌撒將會安排於 ��月 �日（第一個主日）及 ��月 ��日（第三

個主日）,在 6W��&ODUH�5HFWRU\�*DUGHQ（6W��&ODUH學校大停車場後面的花園）進行,
時間會回復至下午 �時 ��分。請大家參閱第七頁的「出席戶外彌撒的指引」。
有意出席者請聯絡 7RQ\�/DX,WRQ\ODX����#JPDLO�FRP,���-���-�����先行登記,
以便計算出席人數及以作記錄。 
 
不能出席戶外彌撒的弟兄姊妹,可繼續採用下列方式替代參與主日彌撒的本份。 
 
D� 觀看網上直播或重温的主日彌撒,神領聖體。 
E� 反省主日彌撒經文、閱讀聖經或誦念玫瑰經。 

 
�� 十一月是「煉靈月」,特別紀念及恭敬所有離世的人,鼓勵信友們於十一月份為煉

靈祈禱。今年我們團體將會以 =RRP線上形式安排在十一月份的每個主日，下午
�時 ��分開始，與大家一起恭念「慈悲串經」。藉著祈禱,祈求能使亡者及在煉
獄中受苦的弟兄姊妹的靈魂在罪惡中得到完全淨化,脫離煉獄未圓滿的狀態,進
入永生。今年正經歷嚴峻的疫情,故亦藉此機會懇求慈悲的天父伸出大能的手,解
救世人擺脫這恐怖的傳染病,讓生活得以寧靜地回歸正軌。 
 
按往年的慣例,在 ��月份彌撒中,將有特別意向為亡者祈禱,信友可在「亡者登
記册」上記錄已亡的親友。今年會採用以下方式登記亡者姓名。 
 
· 出席彌撒的信友: 請預先準備亡者名單,在彌撒開始前交給 5RVD或 7RQ\代為
張貼在「亡者登記册」中。 

· 不能出席彌撒的信友: 請在 ��月份的主日彌撒舉行日期前的星期六（即 ��月
��日及 ��月 ��日）,用電郵 URVDOZOHH#JPDLO�FRP或:KDWV$SS����-���-����將
亡者名單送交 5RVD,好待彌撒當日代為張貼在「亡者登記册」中。 

 

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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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八個縣（其中包括三藩市）的天主教教區,將於 ��月 ��日至 ��日 
（星期四至星期六）聯合舉辦『�����美西天主教教區信仰陶成大會』�即往年的
『加州天主教教務會議』�大會將以線上直播型式舉行,主題：「希望、治癒、更
新」,費用�每戶 ��元。今年大會邀請到香港輔理主教夏志誠為中文主題講者,夏
輔理主教會於 ��月 ��日（星期五）,下午 �時至 �時主持一埸中文講座。於 ��
月 ��日（星期六）,亦將會邀請其他神父、修女主持中文講座,有關會議的具體
安排,大會將會稍後公布。有關會議詳情,請參閱附件。有興趣參加者,請自行直
接登入網址 KWWSV���KKU�VLGHFDUSURG�FRP��報名。如有需要協助報名,請聯絡
7RQ\,WRQ\ODX����#JPDLO�FRP,���-���-����。 

 
為鼓勵更多主內弟兄姊妹參加,每戶報名單位將可得到 ��元的報名費資助。直接
經由大會報名的,請將大會發出的電子報名收據轉發給 7RQ\,以便日後根據電子
收據上的通訊地址郵寄支票發放報名費資助金額。 

 
�� 在疫情期間,我們團體仍需要大家支持,希望大家繼續做主日奉獻。您們的熱心捐

助,能使我們繼續履行褔傳的使命及應付日常營運開支。 奉獻金可用以下方式傳
送給我們。  
L����郵寄支票 

支票及信封面請寫給“6-&&&�&DQWRQHVH�*URXS´,然後郵寄到 ����:DVKLQJWRQ�
6WUHHW��6DQWD�&ODUD��&$������。  

LL���用現金或支票直接存入團體在 :HOOV�)DUJR�%DQN的支票戶口 
戶口名稱: 6-&&&�&DQWRQHVH�*URXS 
支票戶口帳號： ��������� 
 

郵寄或入帳後,請以電話或 :KDWV$SS或電郵通知 5RVD�/HH,���-���-����,� 
URVDOZOHH#JPDLO�FRP。如有任何問題,請與 5RVD聯絡。感謝您的慷慨支持﹗ 
天主保祐﹗ 
 
 

溫馨提示 : 

夏令時間將於 �� 月 � 日

結束。請大家緊記在星

期六晚臨睡前，把時鐘

撥慢一小時。 

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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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戶外彌撒的指引」 
 

聖荷西教區及聖克拉縣衛生部門,對出席戶外彌撒的指引： 
 
�� 所有出席人仕（兩歲以下的小童除外）在任何時間內,都要遮蓋口

鼻。 
 
�� 所有出席者請盡量保持六呎的社交距離（家庭內的成員除外）。所

有座椅在彌撒前,將會加以消毒。 
 
�� 所有出席者在進入彌撒場地及領聖體前,請用教堂供應的清潔液潔淨

雙手。 
 
�� 教堂只會接受手領聖體,口領聖體及領聖血將會暫停。 
 
�� 所有彌撒將會在戶外進行,每臺彌撒不得超過 ��人出席。 
 
�� 聖荷西教區主教已寬免以下的人仕,出席主日及瞻禮慶日的彌撒,請

大家盡量居家隔離,以保健康： 
 

D� 所有 ��歲以上或有長期病患的人仕。 
 

E� 身體感到不適或有以下症狀者：包括咳嗽、頭痛、虛弱、發燒、
發冷、肌肉酸痛、呼吸困難、喉嚨痛、肚瀉、短暫失去味覺及嗅
覺等�。 

 
��������� 

代禱 
 
請為 $QQLH�/HXQJ、李嘉敏(/RUULQH的姨娚女)、梁
國材��5RVD的朋友)、陳美齡��.HQQHWK�&KDQ的母
親)、6XVDQ�-XQJ��6XVDQQH的妹妹)、葉振濃�李太)、
劉群歡(呂太)及陳錫禧�-RKQ 及 :LQQLH 的弟弟)
的健康祈禱,祈求天主保佑他們早日康復。 
 
>如需要家訪或為親友代禱,請聯絡:LQQLH�&KHQJ�� 

ZLQQLHFKHQJ���#JPDLO�F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