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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玛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
中，教宗方济各持续为病人
祈祷，并念及在新冠病毒疫
情下的家庭处境。在讲道
中，教宗强调，务必接纳天
主的简单朴实，以免陷入傲
慢。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
各本周也在圣玛尔大之家主
持清晨弥撒，并借由网络直
播关怀在新冠病毒紧急危机
下无法参礼的信友。3月16
日上午，教宗在弥撒开始之
际，继续为病人和家庭祈
祷。
教宗说：「让我们为病人祈
祷。我想到关在家里的家
庭，孩子上不了学，或许父
母亲也不能出门；有些人在
居家隔离。愿上主助祐他们
在这新的处境中，发现新的
爱的表达方式。这是个在家
庭里发挥创意、重获真情
的好机会。让我们为家庭祈
祷，愿此刻的家庭关系能始
终结出有益的果实。」
当天礼仪的两篇读经分别
讲述了纳阿曼医治癞病过
程中的气愤（参阅：列下五

1-15），以及民众听完耶
稣宣讲后的愤怒（参阅：路
四24-30）。教宗指出，「
愤怒是一种人性态度，却不
出于善神」。在这段福音章
节里，「纳匝肋也有好人；
但背后是什么造成他们愤怒
呢？在纳匝肋甚至爆发了更
糟糕的暴力事件。不论是纳
匝肋会堂里的群众，还是纳
阿曼，他们都认为，天主只
会在独特非凡的事上彰显自
己；天主不会在生活中平凡
朴实的事上施展作为。他们
对简单朴实感到生气、态度
轻蔑」。
然而，我们的天主让我们明
白，祂始终在平凡无奇的事
上施展作为，包括：在纳匝
肋的圣家里、在日常工作
和祈祷中。教宗表明，「相

反地，世俗精神诱使我们走
向虚荣、表面功夫，这两者
都会引发暴力。纳阿曼是
个有教养的人，却当著先知
的面摔门离开。这是暴力的
举动。纳匝肋会堂里的民众
开始热血澎湃、忿怒填胸，
并决定要杀害耶稣，把祂赶

走，推下山崖，但他们对此
毫无意识。愤怒是一种恶劣
的诱惑，它会导致暴力」。
教宗由此想到日前在手机上
看到的一个视频：在居家隔
离期间，有个年轻人想要出
门，警卫把他拦下来，他就

生气地揍警卫一拳，鄙视地
说：「你算什么东西，胆敢
阻挡老子外出？」教宗说：
「愤怒是一种傲慢的态度，
但这种傲慢极为贫乏，带著
丑恶的神贫，只抱持著高人
一等的幻想。这是一种精神
上的阶级。更有甚者，很多
时候，这种人需要透过愤怒
来感受到自己是个人。」
基督徒之间也会发生类似的
情况，神学家称之为「法利
塞人的绊脚石」。教宗解
释道：「有些人对天主的
朴实、穷人的朴素和基督
徒的纯朴心生反感，说：
『这不是天主。我们的神
更有涵养，更睿智、更重
要。天主不可能在这朴实
的事上施展作为。』愤怒
必会导致暴力，不论是肢
体暴力，还是闲言碎语的
暴力，后者的杀伤力跟前
者一样。」
教宗最后勉励众人省思这
两段经文：民众在纳匝肋
会堂的愤怒，以及纳阿曼
的气愤，「因为他们不懂
我们天主的朴实」。

教宗在诵念三钟经祈祷活
动中特别念及受到新冠病毒
疫情严重影响的伦巴第行政
区。念经前，他讲解了当天
福音中耶稣在井旁与撒玛黎
雅妇人的相遇。
(梵蒂冈新闻网) 由于新冠
病毒造成的紧急状态，教宗
方济各3月15日的三钟经祈
祷活动依旧在宗座大楼图书
馆透过网络直播。他在祈祷
活动一开始，特别念及受到
重创的伦巴第教会，同时
也提及米兰总主教德尔皮

尼（Delpini）在主教座堂
顶端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的画
面。此外，教宗也特别感谢
所有司铎在牧灵服务上所展
现的创意和热忱。他们以各
种方式接近子民，好使子民
不会感到被遗弃。
当天是四旬期第三主日，福
音讲述耶稣在井旁与撒玛黎
雅妇人的相遇。基督因行路
疲倦口渴，向一个受犹太
人鄙视的撒玛黎雅妇人要水
喝（若四5-42）。教宗解
释说，耶稣的这个举动“

打 破 一 切 障
碍，开始了一
段对话，并借
此向那妇人揭
露了‘活水的
奥秘’，即圣

神，天主的恩赐”。对于撒
玛黎雅妇人的惊讶反应，耶
稣答说，“若是妳知道天主
的恩赐，并知道向妳说：给
我水喝的人是谁，妳或许早
求了祂，而祂也早赐给妳活
水”（10节）。
教宗接著解释说，在圣经传
统中天主是活水的泉源，远
离祂则会导致严重的干旱。
这也是以色列子民在沙漠中
的经验。“在走向自由的漫
长道路上因为没有水，以民

口渴难忍，向梅瑟和天主提
出抗议。梅瑟按照天主的意
愿，击石出水，这是天主伴
随及眷顾祂的子民的标记”
。
保禄宗徒将这磐石解释为
基督的象征。教宗说，那
些渴望救恩的人，可以从
耶稣那里无偿地汲取，而
圣神将在他内成为永生的
泉源。耶稣对撒玛黎雅妇
人作出的活水的应许在祂
的 逾 越 奥 迹 中 成 为 了 现
实：从祂被刺透的肋膀中
流出了血和水（参阅：若
十九34）。基督，那位被
祭献和复活的羔羊，是圣
神的泉源，祂赦免罪过，
并再造新生命。

教宗说，“与基督相遇后
不可能会保持沉默，就如
撒玛黎雅妇人那样。无论
谁与生活的耶稣有了个人
的相遇后，都会觉得有必
要把这事告知他人，如此
一来，使所有人都宣认耶
稣‘确实是世界的救主’
。我们因洗礼而重生的人
也蒙召见证在我们内的生
命和希望”。教宗最后总
结道，“如果我们的寻求
和 饥 渴 在 基 督 内 得 到 满
足，我们将表明救恩并不
取决于现世的‘事物’，
而是在爱我们且永远爱我
们的那一位中，祂赐予我
们活水，祂就是耶稣，我
们的救主”。

教宗方济各颁布了有关梵蒂
冈城国司法规范的新法律。
梵蒂冈城国法院院长皮内亚
托内接受本新闻网采访，称
新法律是「伸张正义的必要
条件」。
（梵蒂冈新闻网）圣座于3
月16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
颁 布 的 第 3 5 1 号 法 律 ， 内
容关于梵蒂冈城国司法规
范，以取代若望保禄二世于
1987年颁布的法律。梵蒂
冈城国法院院长皮内亚托内
（Giuseppe Pignatone）表
示，「启发新法律的准则之
一是，坚信法官的独立性及
其专业能力乃是伸张正义不
可或缺的条件」。新法律公
布当天，皮内亚托内院长接
受了本新闻网的采访。
问：哪些理由促成了这个新
法律的颁布呢？
答：教宗方济各强调，有关
司法体系的新规范变得极为

必要，因为2000年以来，
尤其是2013年之后，在梵
蒂冈城国的法律方面，进行
了为数众多的重大调整，尤
其是在经济-金融和惩戒法
方面；这也是加入许多国际
公约的结果。梵蒂冈司法今
天蒙召在许多方面落实与时
俱进的法律，这一切主要可
归功于全球化，但也是数十
年来多项法律的成果。更重
要的是，这些法律的诠释和
落实必须始终符合梵蒂冈法

律的特性，一如2008
年10月1日颁布、关
于法律根源的第71号
法律承认：「法规的
最初泉源及相关诠释

的首要准则均为教会法的规
范。」新法律也重申了这一
点。
问：哪些原则启发了新法规
的颁布？
答：正如教宗曾多次阐明，
并在日前司法年度开幕式上
强调的那样，他重申，司法
权的工作必须不断地从四枢
德中的义德获得启发，而且
为了取得这个成效，法官「

个人慷慨且负责任的努力」
，以及确保效率和及时性的
适当机构，乃是必不可少
的。启发这个新规范的准则
之一是，坚信法官的独立性
及其专业能力乃是伸张正义
不可或缺的条件。教宗方济
各在新法律的序言中提及这
一点。
问：您能否概述一下新法
律中意义最为深远的新颖之
处？
答：清楚表明的一点是，法
官由教宗任命并在圣统制上
服从教宗；虽然如此，他们
在履行职务时，完全依法行
事，公正无私地行使权力。
司法当局直接指挥法警。再
者，对于初审、二审及最高
法院部分法官的专业素养，
也做了明确又严格的要求。
大学教授或声誉清白的法务
人员均可接受任命。这也恰
好是为了满足梵蒂冈司法工
作各式各样的需求，梵蒂冈
尽管是个领土狭小的国家，
但她一方面重视民法、刑法
和行政法领域的经验，另一
方面要求初审法官当中，至

少有一人是教会法和教会行
政学专家。在保障独立性和
效率的一贯宗旨下，设立了
行政人员机构，规定法院办
公室开支的独立性。在初审
法院方面，也规定至少其中
一名法官必须是全职服务。
另一项意义重大的调整是，
最高法院院长有机会参与审
判团。按照规定，审判团由
三名枢机组成；「倘若有争
议的复杂情况所需，或是视
机会而定」，可增加两名专
门负责该案件的法官，其任
命的条件与初审和二审的要
求一致。
问：辩护权受到怎样的保
障？
答：我们要强调的一个层面
是，新法律第26节清楚浮现
了对辩护权的关注，把它定
义为「在诉讼程序的任何情
况或层级都不可侵犯」的权
利。这符合无罪推定的正确
程序原则，早在2013年就
纳入惩戒诉讼程序法里（第
350节）。在这个背景下，
也详细规定了辩护律师的登
记资格。

教宗清晨弥撒：续为病人祈祷
求天主助祐家庭找到真情

教宗三钟经谈撒玛黎雅妇人
基督是活水和救恩的泉源

教宗颁布梵蒂冈城国新法律
提升司法独立性和专业性

教宗方济各颁布梵蒂冈城新法律。

教宗主持清晨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