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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於 8 月 31 日，在週三公開接見要理講授 

中，展開以分辨為主題的系列要理講授，當天省思的課 

題是：分辨的意義是什麼？教宗指出，分辨是每個人都

必須學會掌握的進程，好能更加善度生活。「一個人要選

擇食物、衣服、課程、工作和關係。在這一切事務上，人

生規劃得以實現，我們與天主的關係也是如此。」 

  教宗闡明，耶穌經常運用日常生活的圖像來解釋分辨 

，例如在捕到的魚當中區分優劣，挑選最貴重的珍珠， 

甚至是在找到寶藏時知道該怎麼做(瑪十三 44-48)。教 

宗說：「分辨本身是運用智力、技巧和意願來把握適當 

的時機：這一切是做出好選擇的條件。」 

  在許許多多的選項中選出最好的一個，也與我們的情

緒大有關係，因為一個好的決定可以帶給我們無比歡喜 

。教宗表示，耶穌之所以運用日常圖像來描述分辨，是 

因為天國「在日常生活的各種舉動上彰顯出來，我們應 

當為此採取立場」。「這就是為什麼分辨能力如此重要 

。重大抉擇會在最初看似不起眼的次要事情中浮現出來 

，然後變得極其關鍵」。 

  分辨需要若干必不可少的元素，例如：知識、經驗、 

情緒和意願。「分辨需要努力投入。聖經教導我們，我們

眼前的生活並非一成不變。天主邀請我們加以評估和選

擇。祂把我們創造成自由的人，希望我們能發揮自己的 

自由。因此，分辨相當耗費心力」。 

  大部分的人有過這樣的經驗：起初我們以為做了有益

於自己的選擇，後來卻發現這個選擇很糟糕。與此同時 

，我們很多人也明明知道哪些事情真正對自己有益，卻 

沒有選擇它。在聖經《創世紀》中，天主明確指示亞當和

厄娃如何能活得幸福快樂。教宗解釋說：「如果你想要 

善度生活，想要享受人生，就要記得你是個受造物，你不

是論斷善惡的依據，而且你做的選擇會對自己、他人和 

世界帶來後果；你可以使大

地成為美妙的花園，也可以

把它變成死亡荒漠。」 

  教宗表示，為了生活，分 

辨是不可或缺的，且需要我

們了解自己，知道「此時此 

地什麼是對自己有益的」。

「總而言之，這需要與天主

的父子關係。天主是父親， 

祂不會放我們孤苦無依。祂

總是樂意給我們建言，鼓勵

我們、接納我們。但是，祂 

從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我

們身上。」教宗最後強調，天

主希望我們愛祂，而不是怕

祂。「只有在自由中，才能活

出愛。為了學習生活，一個 

人必須學會去愛，因為這是

分辨的關鍵所在」。  來源:

梵蒂岡新聞網  (鹽與光)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即將於9月13日

至15日出訪哈薩克斯坦，參加由該國總統托卡

耶夫（Kassym-Jomart K. Tokayev）推動的第七屆

世界和傳統宗教領袖大會，並且探望當地教會

團體成員。關於當地教會的現況，阿斯塔納－

努爾蘇丹至聖聖母瑪利亞總主教佩塔（Tomasz 

B. Peta）向本新聞網表示，「我相信，為我們天

主教徒和哈薩克斯坦全國上下來說，教宗的到

訪是一大祝福」。(圖:教宗出訪 - AFP or licensors ) 

   哈薩克斯坦教會的起源可追溯至13世紀中葉。 

    當時，若干傳教士被派遣到蒙古地區，方濟

各會會士承擔起在整個中亞地區傳教的使命。

之後的一個世紀，基督徒開始遭遇迫害、音訊

全無，直到19世紀為止。有些天主教徒以俄羅

斯軍人的身份回到這片土地，有些天主教徒則

是被流放至此，或是以戰俘、難民的身份前

來，或者自願來到這裡拓荒。 

    哈薩克斯坦於1991年獨立建國，這給當地小

小的天主教團體帶來極大的轉變：1992年，該

國與聖座建立外交關係；1998年，雙方簽署協

議，確保天主教會在社會、教育、醫療等領域

活動的自由，並能自由地運用社會傳播工具，

保障信友們在醫療機構和監獄裡能得到靈性協

助。2001年，若望保祿二世的訪問正是以各宗

教和各文化的和諧為核心，這次教宗方濟各的

到訪也要傳達《眾位弟兄》通諭的精神。 

    哈薩克斯坦佩塔總主教向本新聞網闡明，教

宗此行為該國天主教徒和全國百姓都是一大祝

福。「考慮到國際的悲慘局勢，教宗此行本身

會給全球範圍帶來和平與修和的希望」。聖父

教宗將在努爾蘇丹主教座堂降福新的「大草原

聖母」三折畫。佩塔總主教指出，「這畫像將

安置在奧澤爾諾耶（Ozyornoye）和平之后全國

朝聖地，幫助我們記得教宗的訪問」。 

    再者，佩塔總主教也闡明，教宗將要參加的

世界和傳統宗教領袖大會「不是一個神學討論

的平台」。「我認為，它會是一個指明天主乃

是和平泉源的記號。政治方面的努力固然必

要 ， 卻 還 不

夠，更需要眾信徒為和平的熱切祈禱。教宗方

濟各的出席能使這個大會更上一層樓，表達出

教會關切和平及全人類的福祉。」 

    哈薩克斯坦境內天主教徒的現況，佩塔總主

教解釋道：「在哈薩克斯坦，我們享有宗教自

由。但做個天主教徒並不容易。為什麼呢？因

天主教徒的人數不到全國人口的1/100。做天主

教徒，意味著做出成熟的選擇。在獨立建國的

年代，數百萬人返回故鄉，其中有成千上萬的

天主教徒。這段期間天主教團體變得更加國際

化。哈薩克斯坦的天主教徒屬於十個不同的國

籍，⋯⋯。因此，不能再跟以前一樣稱呼我們是

『德國人的教會』或『波蘭人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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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蒂岡新聞網）8 月 22 日是聯合國訂定

的“基於宗教或信仰的暴力行為受害者國

際紀念日”。教宗方濟各前一天 21 日在三 

鐘經祈禱活動中、特別提到那些因信仰而 

受苦、但繼續去愛和祈禱的人。教宗的擔憂

不能不令我們想起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 

這幾天教會經受嚴厲考驗：僅 8 月 21 日一

天，在尼日利亞就有四位天主教修女在前 

往參與彌撒的途中遭綁架； 8 月 19 日，在 

尼加拉瓜逮捕了馬塔加爾帕教區的主教。 

    因宗教或信仰而遭受暴力的受害者紀念

日於 2019 年由聯合國確立，促使我們省思

這個日漸猖獗的現象，並尋找解決方案。羅

馬宗座額我略大學政治倫理學教授丹布羅

西奧（Rocco D’Ambrosio）教授向本新聞網

表示：目前的情況促使所有宗教團體自問，

什麼樣的活動能有助於對話和弟兄情誼。 

    丹布羅西奧教授提到聖若望保祿二世教

宗在牧靈訪問愛爾蘭的機會上說的話，“假

借天主之名殺人的人不相信天主”。教宗方

濟各也多次強調這一點。這表示在宗教團 

體間沒有任何施暴的理由，而且顯示出暴 

力純粹出於欺壓他人的欲望。教授解釋道，

制止針對宗教的暴力的其中一個核心原則，

是要了解到他人始終是一個珍寶，即使在 

宗教層面也不例外。就如教宗方濟各在《眾

位弟兄》通諭中教導我們的那樣，增進弟兄

情誼是最具體、最腳踏實地的和平願景。 

    宗教自由跟集會結社、言論表達的自由 

一樣，都屬於廣義的基本人權。丹布羅西奧

教授指出，可惜的是，1948 年的《世界人權

宣言》只停留在紙面上，因很多政治勢力與

宗教團體有關，它們結盟的唯一理由是要取

得權勢，但這注定會壓迫他人。重要的是願

宗教領袖捫心自問，他們正在傳遞的訊息究

竟是教導要尊重每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或 

是在煽動暴力，用宗教的名義加以掩飾。 

  （梵蒂岡新聞網）蘇聯最後一任

總 統 米 哈 伊 爾 ・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於 8 月 30 日在

莫斯科一間醫院病逝，享年 91 歲。

教宗方濟各於隔天 31 日向他的女

兒伊琳娜・戈爾巴喬夫（Irina Gor-

bachev）寄發唁電，表示在這段悲痛

時期「精神上的關懷」，並向亡者

家屬和所有把戈爾巴喬夫視為偉

大政治家的人表達「由衷的哀悼之

情」。 

    教宗在唁電中寫道：「我們懷著

感謝之情緬懷戈爾巴喬夫高瞻遠

矚地致力於各民族間和睦與友愛

的努力，以及他在重大變革時期對

他的國家的發展所做的奮鬥。值此

時刻，我獻上追思祈禱，懇求美善

又仁慈的天主恩賜他的靈魂永遠

的安息。」 

   這位廣受敬重的前蘇聯政治家及

改革者在與聖座的關係上開啟了

新的進程，結束在前蘇聯境內對天

主教會長達數十年的宗教迫害。這

個新進程的里程碑是戈爾巴喬夫

於 1989 年 12 月 1 日以蘇聯共產黨

總書記的身份前來梵蒂岡

與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的

歷史性會晤。當時，柏林圍

牆剛倒塌不滿一個月，而

且此前一年，即 1988 年，

戈 爾 巴 喬 夫 在 羅 斯 人

（Rus’）接受福音一千年

的慶祝活動上迎接了一個

前來莫斯科的教會高層代表團。 

   在 1989 年的梵蒂岡會晤中，聖若

望保祿二世與戈爾巴喬夫就東歐

的劇烈變化分享了各自的觀點，並

針對蘇聯境內需要更大的宗教自

由、需要更新倫理和道德價值觀，

以及提升天主教與東正教關係的

事，大致上表達了共識。關於東歐

國家不該預期全盤接受西方價值

觀的事實，聖教宗與戈爾巴喬夫也

表達一致的意見。聖若望保祿二世

說：「有些人宣稱歐洲發生種種改

變，以及世界應該追隨西方模式，

這些話是錯誤的。歐洲作為世界歷

史的參與者，應該用兩片肺葉來呼

吸。」把東歐和西歐形容成兩片肺

葉，是聖若望保祿二世喜愛的一個

比喻。在會談中，這位出身波蘭的

教宗也對蘇聯境內的宗教自由，以

及梵蒂岡與各個東正教和天主教

教會團體的關係表示關切，並且得

到戈爾巴喬夫謹慎且正面的回應。 

    之後，戈爾巴喬夫於 1990 年以 

蘇聯總統的身份再次訪問梵蒂岡。

那時，他的政府已經通過了宗教自

由法，廢除對各教會的限制，並在

數十年的迫害後使烏克蘭天主教

會合法化。十年後，他與聖若望保

祿二世再次於羅馬相聚，那是 2000

年禧年 11 月 13 日在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世界峰會的機會上。當時，戈

爾巴喬夫向梵蒂岡電台記者講述

了峰會上討論的多個主題，並針對

現時代的挑戰提出真知灼見。他的

這席話至今仍有先知性的意義。在

那次採訪中，戈爾巴喬夫告誡說：

「如今有些進程不完全是走向解

除武裝，而是走向核武器擴散的危

險。」談到冷戰後的全球秩序，他

響應了教宗關於「一個更穩定、更

正義、更人性」的世界的呼籲。 

   戈爾巴喬夫是蘇聯於 1991年解體

前的最後一任蘇聯總統。他自 1950

年代早期便加入蘇聯共產黨，1985

年至 1991 年擔任黨的總書記，1990

年至 1991 年擔任蘇聯總統。他在七

年任期內為蘇聯引進了至關重要

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也就是重建

（Peretrojka）和開放（Glasnost）。 

    戈爾巴喬夫在結束冷戰方面起

了關鍵作用，因而於 1990 年獲頒諾

貝爾和平獎，在西方世界大受歡

迎。但他在祖國的處境則是相反，

有些俄羅斯人將蘇聯於 1991 年的

瓦解，以及俄羅斯在 90 年代的經濟

崩盤歸罪於他。(圖片:若望保祿二

世教宗與戈爾巴喬夫在梵蒂岡會

面) 

    「教宗全球祈禱網絡」(舊稱「祈禱福傳

會」（Apostleship of Prayer，或譯作「祈禱宗

會」）是一個全球性的祈禱網絡，引領每一

個人與復活的基督建立深刻信賴的個人關

係，幫助人在其生命中找到希望與意義。 

   祈禱福傳會成立於 1844 年，讓年輕人即使

在求學時期也要以種種方式作福傳的工作。 

這些方式包括祈禱以及透過聖體聖事與耶

穌基督結合，把每天的生活奉獻給天主。 

    每月教宗都囑禱一個總意向和一個福傳

意向。讓我們每天早上念「每天奉獻禱詞」 

，為教宗和其他信眾的意向祈禱。2022 年 9

月意向：請為廢除死刑祈禱 

    祈願世界各國都能在立法上，廢除有違 

人之尊嚴和不可侵犯性的死刑。(鹽與光) 

    近日，尼加拉瓜政府正無故抓捕

和軟禁神職人員、解散信友遊行，

並有目的地迫害當地教會。  

    據真理(Aletia)網報導，尼加拉瓜

政府為了消除國內存在的不同聲

音，對天主教會進行了有目的鎮

壓。據統計，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

當地天主教堂已受到了 190 多次襲

擊和褻瀆。 

    上週六，該國布雷內斯樞

機(Cardinal Leopoldo Brenes）

降福了 9 幅要送往各個教區

的法蒂瑪聖母像，原計劃在

各個堂區內巡迴展覽。但就在第二

天，當地政府便以“國內安全問

題”為由遣散了數百位前來參加聖

母像遊行的信友，並禁止其他堂區

神父前往主教座堂領取聖像。當

天，來自蘇納（Suna）教區的貝納維

德斯司鐸（Fr. Oscar Benavidez）也在

彌撒後被捕，當地教會官長譴責了

政府無故抓捕神職人員的行為。尼

加拉瓜人權中心（CENIDH）發表聲

明說，當時貝納維德斯司鐸 

被迫離開所乘坐的車輛，被警方帶

到一未知地點。後有消息稱，司鐸 

被帶到了一家以對犯人施加心理

折磨而著稱的政府機構裡。 

    截至目前，已有 9 位神職人員被

警方抓捕。此外，當地警方對馬塔

加 爾 帕 教 區 阿 爾 瓦 雷 斯 主 教

（Rolando Álvarez）的軟禁已達 10

多天，還禁止人們為主教府內人員

提供食物、水及藥品。 

    據梵蒂岡新聞網報導，教宗方濟各在結 

束要理講授後表示，他正在關注過去幾天在

巴格達發生的暴力事件。他回顧去年對該 

國的牧靈訪問，並特別提到他親身體驗到

“伊拉克不同宗教團體間和平共處有著強

烈渴望”。  教宗強調，對話和友愛是“應對

目前的困難”並達到和平共處目標的最佳方

式。他因此祈求天主賜予伊拉克人民和平。 

   不久前，在伊拉克頗有影響力的什葉派神

職人員穆克塔達穆薩德爾(Muqtada al-Sadr)

宣布退出政壇後，暴力事件爆發。他的數百 

名憤怒的追隨者衝進政府大樓，與安全部隊

發生衝突。  

     8 月 29 日，巴格達又爆發了抗議和衝突 

，並持續到次日早晨。衝突造成至少 22 人 

死亡、數十人受傷。據報導，薩德爾要求他

的追隨者結束在巴格達市中心的抗議行動，

激烈抗爭於是在 8 月 30 日週二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