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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在主日誦唸三鐘經活動中，省思了當天

福音內容。福音記述耶穌顯聖容的事跡，教宗

說，我們需要向天主的光敞開心扉。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3月13日四旬期

第二主日，在梵蒂岡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三

鐘經祈禱。念經前，他省思了福音內容。當天 

，福音記載耶穌顯聖容的事跡，向我們展示了 

耶穌在祈禱時,“祂的面容改變，祂的衣服潔 

白發光”。在耶穌身旁有梅瑟和厄里亞。教宗指

出，這非凡事跡的觀眾是伯多祿、若望和雅各

伯。根據聖史路加記載，當時門徒們都昏昏欲

睡。他們一醒，就看見耶穌的光耀(路九:32)。 

  教宗指出，同樣是這三位門徒，他們在橄欖 

山園也睡著了，即便耶穌曾要求他們“與祂一

起醒寤”。教宗說，在今天的福音章節中，看到

伯多祿、若望和雅各伯在顯聖容之前就睡著了 

，而耶穌卻在祈禱。或許他們也在祈禱，直到疲 

倦佔上風。 

  接著， 教宗說，兄弟姐妹們，這種不合適的

昏昏欲睡難道與在我們明知是重要時刻卻仍然

昏昏欲睡的許多情況有不同嗎？“也許在晚

上，在為諸多事情和工作忙碌了一天後，我們想

祈禱、與耶穌在一起的時候，在我們想和家人交

談的時候，卻已經沒有力氣了”。   

  我們的意願是保持“更加清醒、留心和參與 

”，四旬期是醒寤的時期。教宗說，四旬期是 

“天主願意我們從內心昏睡中醒來”的時期。 

事實上，讓心靈保持清醒，也是我們要懇求的 

恩寵。只藉著我們的力量我們無法做到，就如 

被基督之光喚醒的門徒們那樣。教宗表示，“ 

就如他們那樣，我們也需要天主的光，讓我們 

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天主的光吸引我們、

喚醒我們，以及重新點燃我們祈禱、注視我們 

內心和將時間奉獻給他人的渴望和力量。我們

能以天主聖神的力量克服疲倦”。 

  教宗促使我們所有人善用四旬期，該時期是

天主賜予我們的時期，讓我們在每天結束時， 

把自己置於祂面前，因為祂能喚醒我們的心靈 

。教宗最後表示，“我們可以，比如，打開福音 

，讓聖經照亮我們的步伐、燃燒我們的心。或者

我們可以注視十字苦像，天主從不厭倦我們， 

祂能改變我們的時日，並賦予它們一個新的意

義、一種不同的光和一種意想不到的光”。  

    聖座新聞室發表公告，宣布教宗將於3月25日

主持隆重禮儀，將俄羅斯和烏克蘭奉獻於聖母

無玷聖心。(圖:教宗在葡萄牙法蒂瑪朝聖) 

   （梵蒂岡新聞網）聖座新聞室3月15日發表公

告，宣布教宗方濟各將於3月25日下午5時在伯

多祿大殿主持懺悔禮儀，並將俄羅斯和烏克蘭

奉獻於聖母無玷聖心。這天是預報救主降生慶

節。在該公告中，聖座新聞室主任布魯尼同時

宣布，“在同一天，作為教宗的特使，教宗賑

濟所所長克拉耶夫斯基（Konrad Krajewski）樞機

將在法蒂瑪同樣主持奉獻禮”，同時將俄羅斯

和烏克蘭奉獻於聖母無玷聖心。 

     1917年7月13日，聖母在法蒂瑪顯現中，要求

人們將俄羅斯奉獻給她的無玷聖心，如果這一

要求得不到回應，俄羅斯將“在全世界傳播其

錯謬、推動戰爭和教會將遭遇迫害”。聖母還

表示：“善人將蒙難致命，聖父教宗將遭受極

大痛苦，許多國家將被摧毀。” 

    聖母在法蒂瑪顯現之後，世界許多地方開始

回應聖母的呼籲，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奉獻於聖

母無玷聖心。1942年10月31日，教宗庇護十二世

發表廣播講話，將全世界奉獻於聖母無玷聖

心；並於1952年7月7日頒布宗座信函《在聖年》

(Sacro vergente anno)。教宗在信函中說：“就如

幾年前一樣，我們把全世界奉獻於童貞聖母無

玷聖心，現在，我們以最特殊的方式，把全體

俄羅斯人民奉獻於同樣的無玷聖心。” 

    1964年11月21日，聖教宗保祿六世在參加梵蒂

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長前，再次將俄羅斯奉獻

於聖母無玷聖

心；1981年6

月7日聖神降

臨節，聖若望

保祿二世教宗

為回應聖母的呼喚，親撰一篇祈禱文，在羅馬

聖母大殿舉行奉獻禮。公元2000年，聖座將法

蒂瑪的第三個秘密公諸於世。時任聖座教義部

秘書長的貝爾托內(Tarcisio Bertone)總主教指出，

路濟亞修女在1989年寫的信中親自確認，隆重

莊嚴和全球性的奉獻行動，符合聖母的意願。  

董事長 : 吳端華 
社  長 : 張漢文司鐸 
印尼天主教華語教會联絡處  

電話/傳真:(021)6289192 

電郵:

    羅塞拉修女和亞納修女拒絕搬

到更安全的地區，她們為了留下

照顧被遺棄而受苦的人。仁愛女

修會與烏克蘭間的聯繫可以追溯

到德蘭修女本人，她在 1987 年設

法越過鐵幕進入當時的蘇聯，幫

助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受害者。今

天，她再次呼籲和平：“我跪下

求你：沒有什麼可以證明你的武

器造成的痛苦和損失是正當的。” 

   來自印度東北部以基督徒為主

的小邦米佐拉姆邦（Mizoram）的

兩名仁愛會傳教士選擇與戰爭受

害者一起留在烏克蘭。印度天主

教媒體 《Matters India 》報導指出，

基輔的羅塞拉•努桑吉（Rosela 

Nuthangi）和亞納•弗里達（Ann 

Frida）兩位修女正冒著生命危險 

為窮人服務。 

     3 月 2 日，加爾各答聖德蘭修女

創立的仁愛女修會總會長瑪利

亞•普雷瑪修女（Mary Prema）設

法與她們取得聯繫，並建議二人

通過陸路前往烏克蘭較安全的地

區，但兩人回答稱，不管後果如

何，她們寧願留下來照顧有需要

的人。當時，數千名被沖突困在該

國的年輕學生撤離：被困學生其

中一人已經在哈爾科夫喪生，另

一人在基輔受傷後住院。 

   仁愛女修會與烏克蘭之間的聯

繫，可以追溯到德蘭修女本人， 

她在 1987 年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後

前往基輔，然後在蘇聯那裡她和

她的修女們開始幫助從該地區撤

離核電站的人們。由於這事件， 

蘇聯政府授予她和平金牌，這標

誌著修女們在前蘇聯的存在的開

始，今天看到仁愛女修會的傳教

士不僅在烏克蘭，而且在俄羅斯、

白俄羅斯、亞美尼亞、阿塞拜疆、

格魯吉亞、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 

立陶宛。 

    先驅者之一的羅塞拉修女來自

西菲爾村，她在前蘇聯時代已抵

達俄羅斯，並在來到烏克蘭之前

在聖彼得堡和拉脫維亞傳道。亞

納修女出生於艾藻爾市，最初在

印度傳道後，現在已經在基輔工

作了大約十年。 

    世界各地的仁愛女修會傳教士

團體都在為烏克蘭的和平祈禱。 

1991 年 1 月，德蘭修女在海灣戰爭

前夕寫給美國總統和伊拉克總統

的信已在 motherteresa.org 德蘭修

女中心官方網站上重新發布，它

總結了修會對今天的衝突：“在

短期內，這場我們都害怕的戰爭

可能會有贏家和輸家，但這永遠

不能、也永遠不能證明你們的武

器將造成的苦楚、痛苦和生命損

失是正確的。我為那些因父母、丈

夫、兄弟和孩子被殺而成為孤兒、

喪偶和僅存者的人懇求。我求求

你救救他們。” (來源:亞洲新聞) 

    仰光（信仰通訊社）—亞洲主教

團聯盟主席，緬甸仰光總主教區

總主教貌波樞機於今天三月四日

發表聲明指出，“竭盡全力避免

核戰爭的危險、促進對話、給世 

界帶來全球的治愈”。題為《抵

制核冬天的風險、為全球和平之

春奮鬥》 的聲明中，亞洲主教 

團主席強調“世界正處在生死

存亡的十字路口”。 

    烏克蘭戰爭以及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的威脅，把世界推向了 

自我毀滅的邊緣。貌波樞機和教

宗方濟各一道呼籲俄羅斯政府和

其他領導人，在聯合國所許可範

圍內，選擇和平與對話的工具。 

  “我們對國際社會在聯合國的 

一致反應感到振奮”。一個世紀

前，一億三千五百多萬人死在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不要讓

二十一世紀重演這一幕”。 

    貌波樞機呼籲俄羅斯領導人

“承擔起促進世界和平的任務、

保障每一個國家的權力”。 “我們

邀請俄羅斯停止攻擊烏克蘭、重

返聯合國尋求和平解決方式”。 

“和平永遠都是可能的、和平是

人類未來的唯一道路”。(圖:緬 

甸仰光和平遊行} 

    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武裝衝突爆發至今已有

半個月。目前，經過雙方的三輪談判之後，衝

突局勢依然膠著。但在 3 月 8 日晚，有一個好

消息傳來。俄羅斯成立的烏克蘭人道主義響

應協調指揮部於當晚發表緊急聲明，宣布自

莫斯科時間 

     3 月 9 日，正在執行特別軍事行動的俄軍 

將再次進入“靜默狀態”，並對基輔、哈爾科

夫、切爾尼戈夫、蘇梅、馬里烏波爾五個城市

提供人道主義走廊，幫助當地平民撤離。當

下，烏克蘭天主教希臘禮教會開展將婦孺從

戰區轉移至安全地帶的工作亦正在進行中。 

    據梵蒂岡新聞網報導，烏克蘭“希望明愛

會”執行主任格里涅維奇(Venceslao Grynevych)

神父表示，他們正在組織很多從戰區疏散母

親和孩子們的工作，在與歐盟國家接壤的烏 

克蘭西部地區，他們已經搭建了兩個接納孩

童的中心。其中一個中心已有 200 多名孩童。

在這兩個中心停留的孩童和他們的母親，之

後會被送到歐洲不同國家，那裡會有人接待

他們。 

   然而，格里涅維奇神父闡明，雖然他們有機

會疏散馬里烏波爾的很多孩子，但他們無法

保障這些孩子的安全。因為一路上太危險了 

，所以，很多未成年人仍留在戰區。 

   (信仰通訊社)—越南天主教徒們善度四旬期

禮儀生活、參與社會活動。四旬期前，全國各

地幾乎取消了抗擊 Covid-19 疫情的措施。人們

可以自由活動，教友們可以到聖堂滿懷喜樂地

參與聖道禮儀。各教區也取消了網上彌撒聖

祭，敦促教友們到聖堂裡參與彌撒。各教區只

在主日舉行一檯面向病患和老人的網上彌撒

直播。此外，越南各地教友還與普世教會一道

為烏克蘭和平祈禱、守齋。 

    榮市教區主教阮友龍致函信眾指出，“疫

情造成了人們的恐慌，害怕被傳染。由此導致

人們彼此不信任、喪失了共融和彼此的感情” 

。而四旬期督促“我們皈依，也就是重返上主 

、更新與天主的密切關係”。 

    北寧教區主教在四旬期牧函中指出，“天

主教徒蒙召聆聽天主聖言、祈禱、悔改、與天 

主及他人和解。……基督徒應放棄自私、傾聽

和默想天主聖言”。 

     興化教區新主教黃明進要求“全體信眾在

當今世界中見證耶穌基督、建設一個紮根在信

仰內的團體、熱心禮儀生活、樂於行愛德，做

一個熱衷福傳的團體”。為了更好地完成這一

使命，“要更新自己的生活，聖化自己、家庭

和堂區團體。四旬期內要堅持家庭內的祈禱、

聽要理、行愛德、每天參與聖道禮儀”。 

    教宗在三鐘經祈禱活動中，再次為飽受

折磨的烏克蘭發出強力呼籲：“終止戰

爭。”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3 月 13

日，在三鐘經祈禱活動結束時，再次為

烏克蘭的和平發出沉痛呼籲。他說，“弟

兄姐妹們，我們剛剛向聖母瑪利亞祈禱。這

個星期，一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馬里烏波爾 

，在正蹂躪烏克蘭的令人痛心的戰爭中成了殉道城

市。面對殺害兒童、無辜者和手無寸鐵的民眾的暴

行，沒有任何戰略理由能站得住腳，唯一能做的，

只有終止那不可接受的武裝侵略。 

    我懷著悲痛心情，把我的聲音與普通人的聲音連 

接起來，懇求終止戰爭”。教宗以天主之名

呼籲“讓受苦者的呐喊得到聆聽，讓轟

炸和襲擊終止。要致力於真正、堅決地 

談判，讓人道走廊變得有效及安全”。

他說，“我以天主之名請求你們：終止

這場屠殺！” 

   接著，教宗說，“我要再次鼓勵接納為數 

眾多的難民，基督臨在於他們身上，感謝已形成的

巨大的團結互助網絡。我請求所有教區和宗教團

體，為和平增加祈禱時刻。天主只是和平的天主，

不是戰爭的天主，支持暴力的人褻瀆祂的名字。現

在，讓我們在靜默中為受苦的人祈禱，求天主轉變

人心，使之懷有堅定的和平意願”。 

     【 鹽 與 光

傳媒資訊】連

日來，俄羅斯

的砲火和炸彈

不僅摧毀了烏

克蘭的房屋和

公共建築，還

摧毀了許多宗

教場所。當地

報導指出，目

前為止在烏克

蘭至少六個地

區，至少有 28

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遭破壞，當中受影

響的地區包括：基輔、頓涅茨克、日托米

爾、盧甘斯克、哈爾科夫和切爾尼戈夫。

其中絕大多數的建築是正教會的教堂。維

亞佐夫(日托米爾地區)—聖母誕生教堂

(圖片:twitter/@WPorycki) 

      「即使你們摧毀了我們所有
的主教座堂和教堂，也不會摧
毀我們的信仰,我們對烏克蘭、
上主和人的信念。」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2022 年 3 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