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教宗破天荒以
「方濟」作為稱號，

是紀念13世紀以清修聞名的教士「亞西西的
聖方濟各」(Francis of Assisi)。本身是耶穌會
士的伯格里奧選用「方濟」，容易令人聯想
到耶穌會創立人之一、16世紀傳教到亞洲的

「聖方濟．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
香港天主教機構沒統一「Francis」的譯

名，「亞西西的聖方濟各」一般稱聖方濟
各，如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等，沙勿略則稱
為聖芳濟，如聖芳濟書院。新華社昨日將新
教宗譯為「方濟各」，香港傳媒一般隨香港
教區稱為「方濟」。

沙勿略1541年起先後到印度和日本傳教，
他渴望訪問中國但不成功，1552年計劃偷渡
入境時，在廣東台山外海的上川島病逝，終
年46歲。清末耶穌會在華第一座主教座堂就
名為董家渡聖方濟各沙勿略堂。

新教宗名號 改革教會象徵
亞西西的聖方濟各則來自意大利山區小

鎮，參軍被俘獲釋後，亞西西受主感召，放
棄富裕放蕩的生活，與動物為伍四處宣揚喜
樂和平。據傳聖方濟各曾3遇耶穌顯靈，命
他修葺破爛不堪的小教堂，被指是影射當時
的教會，因此「方濟」稱號被視為有意改革
教會。 ■美聯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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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方濟父母皆為意大

利移民，對於佔
樞機團約1/4的意大利樞機而言，自然加分。
有墨西哥教徒認為，方濟雖號稱史上首位拉
美教宗，但其實他是「最歐洲的拉丁人」。

本篤被批脫離現實 方濟零醜聞

上月以健康為由退位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
被認為過分專注神學研究，以致脫離現實，無
助整頓混亂教廷。本篤多次被批評與伊斯蘭
教、猶太教及聖公會欠溝通，加上神父性侵、
教廷內鬥、梵蒂岡銀行貪污等醜聞，令教廷爆
發管理危機。國務卿貝爾托內亦被批只重視意
梵關係，忽視中東身陷戰火的教徒。

塔維什指出，方濟在遴選前會議中，對教
廷問題提出多項獨特見解，令樞機們眼前一
亮。塔維什稱，方濟多年來遠離梵蒂岡核心
圈，樞機期待他可帶來新作風。意大利神學
家法喬奧利指出，方濟牧會經驗豐富，與身
兼教廷建制中人、神學家身份的本篤不同，
有望以更踏實的方式領導教廷。

有專家認為，方濟神學立場保守、作風親
民謙卑、未有捲入醜聞，令他成為「安全選
擇」：在促進草根階層傳道工作，改善教會
形象同時，不會即時威脅梵蒂岡建制。據
稱，方濟在2005年教宗遴選時，曾懇求樞機
團勿再投票給他，本篤才會當選，反映教廷
早已視方濟為理想人選。

平衡改革建制 精三語利溝通

對於渴望全面改革體制的教廷改革派，以
及希望維持現行權力分佈的建制派，具精明
政治意識但不失改革動力的方濟可算是「折
衷人選」。分析指，方濟精通意大利、德國和
西班牙語，令他能輕鬆與輔助團隊溝通，也
是獲得考慮的原因之一。

《紐約時報》著名分析員西爾弗指出，方
濟76歲高齡可能也是獲選原因。他指出，鑑
於有份參與投票的樞機平均72歲，假設方濟
任期5至10年，那麼今次有份投票的樞機中，
大部分下次仍有機會選教宗。

■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紐約時報》

最歐洲的拉丁人 教士派取代神學派

外界對方濟當選教宗甚感意外，但對樞機團或教廷而

言，很可能是意料中事。梵蒂岡專家塔維什指出，方濟

僅經5輪投票便當選，反映他是多數樞機心中首選；另

一專家梅洛尼也認為，樞機團決心以教士派取代神學

派教宗，推舉上次選舉得票第二的方濟，顯示他們承

認「上次選錯」，望「亡羊補牢」。

方濟是羅馬天主教會史上，首位出身於
耶穌會的教宗。本身是耶穌會會士的梵蒂
岡發言人隆巴爾迪指出，耶穌會士一般都
婉拒就任教廷要職，保持該會低調樸素的
原則，故對伯格里奧接任教宗大吃一驚。

耶穌會是天主教主要修會之一，1534年
由西班牙貴族聖依納爵創立，致力推廣教
育和傳教，目前在全球營運逾100間大學，

但會士近年多次捲入神職人員孌童
醜聞。

歷史上，耶穌會

以王室顧問身份掌握政治影響力，培養出
多名科學家、教育家及傳教士。耶穌會以
積極傳教聞名，16世紀以來傳教士足跡遍
布亞洲及拉丁美洲，與中國淵源深厚，利
瑪竇和湯若望等著名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
都是來自耶穌會。

但耶穌會一度被歷任教宗打壓，甚至在
1773年被勒令解散，直至1814年才獲庇護
七世重新認可。冷戰時期，耶穌會部分成
員左傾支持游擊隊，與若望保祿二世的關
係一度轉差。

■法新社/美聯社/《華爾街日報》

與華淵源深耶穌會首出教宗

兩個「方濟」：
亞西西與沙勿略

阿根廷的方濟當選教宗，同胞「球王」馬拉當拿
同感興奮。自稱虔誠天主教徒的他稱，全世界均記
得1986年世界盃8強賽的「上帝之手」，如今「上帝
之手」也帶來一名阿國教宗。英國《每日鏡報》更
以方濟舉起手的相片，配上標題「新上帝之手」。

■路透社/美聯社

新教宗方濟當選後，在聖伯多祿大教堂

陽台上發表演說「降福羅馬城及全世界」

(Urbi et Orbi)，提及樞機團遍尋「天涯海角」

才找到他，與1978年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時

說樞機「從遙遠國度」召喚他來有異曲同

工之妙。

教宗演說內容（節錄）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晚安！
你們知道，樞機閉門秘密會議的責

任，就是替羅馬選出主教。我的樞機弟
兄們似乎尋遍了天涯海角才找到⋯⋯但
我們完成了⋯⋯我感謝你們的歡迎。羅
馬主教區現有了自己的主教，感謝你
們！首先，我想先為我們的榮休教宗本
篤十六世祈禱，讓我們齊聲為他祈禱，
願天主賜福他，願聖母保佑他。
現在，我要展開這趟旅程：主教與子

民。這是羅馬教會的旅程，以慈悲之心
主掌所有教會的旅程，一趟彼此友愛、
慈愛、信賴的旅程。讓我們總是為彼此
祈禱，讓我們為全世界祈禱，願偉大的
友愛精神降臨。我希望這趟今天展開的
教會旅程、我的代理樞機將給予協助的
旅程，會替這座最美麗城市的傳福音帶
來豐碩成果。

■路透社/美聯社

正當全球天主教徒喜迎方濟，許多
阿根廷人卻未忘1976年至1983年軍政
府「骯髒戰爭」時期，天主教會未有
站出來對抗獨裁，時任阿國耶穌會高
層的方濟更被指對軍政府非法逮捕教
士「開綠燈」。方濟最終於去年10月以
布宜諾斯艾利斯樞機身份，帶領阿國
主教團為教會未能保護信徒公開道
歉。

有指方濟當年至少涉及兩宗與軍政

府相關事件。據稱在1976年5月，兩名
耶穌會士被海軍擄走拘禁，受盡虐
待，方濟被指撤銷耶穌會對兩名會士
的保護，變相出賣他們。方濟反駁指
控是「誹謗」，指曾暗中力保二人性
命，亦曾秘密庇護其他人。

另外，當年有阿國家庭曾透過羅馬
耶穌會向方濟求助，希望免遭軍政府
毒手，最終5名家庭成員難逃一劫，由
方濟派往協助的一名教士更涉嫌販賣

嬰兒。該家族倖存者斥責方濟懦弱怕
事。

提馬島爭議 稱英為「篡奪者」

另外，阿根廷及英國就馬爾維納斯
群島(英稱福克蘭群島)主權爭議不斷，
方濟去年4月主持馬島戰爭30周年紀念
彌撒時，指阿國人的土地被英國「篡
奪」。 ■路透社/美聯社/

《衛報》/《每日電訊報》

阿根廷舉國慶祝當地樞機
伯格里奧成為教宗，大批信
徒湧到教堂，很多人甚至感
動落淚。但巴西大主教舍雷
爾倒灶，令不少巴西人都感
到失望。同樣失落教宗之位

的意大利更大出洋相，該國
主教團在方濟與信徒見面後
發聲明，「祝賀」米蘭大主
教斯科拉當選，其後急忙修
正。

■美聯社/法新社

西斯廷教堂煙囪前晚準備噴煙時，
一頭海鷗似乎也關注教宗遴選結果，
落在煙囪頂上停歇。這頭海鷗立即引
起網民關注，並被封為「教宗海
鷗」。

■網上圖片

「教宗海鷗」等噴煙阿根廷狂歡 VS 巴西失落馬拉當拿：「上帝之手」選出教宗

新教宗5大挑戰
性侵：
歐美接連爆出神職人員性侵兒童，外界批評教廷未

將疑犯繩之於法，亦無處分包庇神父的教會高層。

財務：
梵蒂岡理財手法備受質疑，梵蒂岡銀行行長弗賴貝

格被指與武器商打交道，任命掀爭議。

同性戀與同性婚姻：
本篤雖譴責反同性戀的暴力行徑，但堅持傳統家庭

是由父母與孩子組成，亦曾指同性結合會對「真男

人」定義造成問題。

教廷：
本篤醉心學術，未能駕馭意大利教士主導的「教

廷」，更因此導致教宗管家大爆教廷鬥爭內幕的「教

廷解密」事件。

墮胎與安樂死：
本篤堅持梵蒂岡捍衛基本人權的責任，形容墮胎與

安樂死是試圖「從人類中選擇人、排除其他人」。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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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骯髒戰爭」或拉後腿

歷屆教宗選舉

庇護十世 本篤十五世 庇護十一世 庇護十二世

若望二十三世 保祿六世 若望保祿一世 若望保祿二世

■方濟與窮人出席2008年濯足日活動。 網上圖片

■方濟是阿根廷甲組球會聖羅倫素球迷，拿起該隊

球衣時顯得分外高興。 路透社

■方濟(後排左二)的父母皆為意大利移民，對於佔

樞機團約1/4的意國樞機而言自然加分。 路透社

■方濟當選後現

身，接受信徒祝

賀。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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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 投票次數 當選年份 當選年齡 逝世年齡
庇護十世 7 1903 68 82
本篤十五世 10 1914 60 68
庇護十一世 14 1922 65 82
庇護十二世 3 1939 63 82
若望二十三世 11 1958 77 82
保祿六世 6 1963 66 81
若望保祿一世 4 1978 66 66
若望保祿二世 8 1978 58 85
本篤十六世 4 2005 78 -(85歲退位)
方濟 5 2013 76 -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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