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主慈悲敬禮 

 

耶穌，我信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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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慈悲敬禮 
耶穌親自授予聖女傅天娜的敬禮。 

救主慈悲敬禮的精髓 

1. 信賴   
 

信賴是我們對天主應有的情感。信賴不但是指望

德，還要包括活潑的信德、謙遜、堅忍和痛悔己

罪的精神，就像孩子一樣，無論在任何環境也對

天父的慈愛和全能充滿信賴。  
 

信賴是救主慈悲敬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沒有信

賴之心，便沒法實行這個敬禮，因為朝拜救主慈

悲首要的事，就是表達我們的信賴之心。耶穌曾

許諾說：「我渴望把你們難以想像的恩寵，賜給

信賴我的慈愛的靈魂。 （687） 
 
信賴不但是敬禮的主要精神，也是獲取恩寵的條

件。 耶穌告訴傅天娜修女說：「要獲得我的慈

悲所包含恩寵，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要信賴我。 

靈魂越信賴我，便會獲得更多的恩寵。

（1578）……. 沒有任何靈魂呼求我的慈悲後會

失望而回或蒙受羞辱。人靈若信靠我的美善，我

便以他們為樂。」 （1541） 
 

2. 仁慈   
 

仁慈是我們對所有人應抱的態度。耶穌告訴傅天

娜修女說：「我要求你 ... 基於愛我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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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仁慈的行為。你應該時時處處仁慈地對待近

人，不得畏縮不前，或是諸多推託。我要教你三

個仁慈地對待近人的方法：第一是行為，第二是

言語，第三是祈禱。這三種方法充份地表達了仁

慈，而且還無容置疑地證明你對我的愛。人靈能

藉著這三種行為，光榮和恭敬我的仁慈。」 

（742）  
 
註解：在毎段引文後括號內所表示之数字，是引述聖女傅天娜

《靈修日記》原文所記載的段節。 

 

這種積極關愛近人的態度也是獲得恩寵應具備的

條件。耶穌也提及福音的警語：「誰若不以某種

方式實踐仁慈，在審判的日子便不會得到憐憫。 

我多希望人靈知道怎樣為自己獲取永生的寶藏，

他們不會受到審判，因為他們所行的仁慈制止了

我的公義。」 （1317） 
 
主耶穌要求朝拜祂的人每天最少作一件仁慈的善

行。耶穌對傅天娜修女說：「我的女兒，要知道

我的聖心就是仁慈。恩寵由這個慈悲的汪洋湧流

到整個世界…我渴望我的仁慈恆久不斷地存留在

你心裡。我渴望藉著你的心向普世傾注仁慈。讓

所有接觸你的人離開你時都會信賴我的慈悲，我

熱烈渴望把慈愛賜予人靈。」   （1777）  

 

慈悲串經 

一九三五年，耶穌在維爾紐斯（Vilnius）向傅天

娜修女親授慈悲串經。耶穌在其後的啓示裡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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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禱文的價值和効力，也告訴她附隨禱文而來

的許諾。 

我們以這個祈禱向天主聖父奉獻耶穌基督的聖

體、聖血、靈魂和天主性。我們把自己和祂在十

字架上的祭獻結合起來，為拯救世界。我們向天

主聖父奉獻祂的至愛之子時，是在發出最有力的

禱告。我們是求天主垂憐我們及普世。「我們」

包括誦唸串經的人，我們為其奉獻祈禱的人，或

是我們應該為其祈禱的人；「普世」包括所有世

人和煉獄中的靈魂。我們誦唸串經時，是在對近

人實施愛德行為。這些行為，加上信靠天主之

心，是求得恩寵不可或缺的條件。 

耶穌許諾說：「無論他們以這串經向我求甚麼，

我也願意賜給他們。」（1541）祂補充説:「如

果這些意向跟我的旨意相符。」（1731）這些特

殊的許諾與臨終時有關，也就是善終的恩寵。除

了懷着信心堅持不懈地誦念慈悲串經的人外，臨

終的人只要床邊有人為他誦唸串經，也能獲得這

恩寵。耶穌說：「司鐸該把這慈悲串經推薦給罪

人，作為他們最後的希望。就連最心硬的罪人，

如果他只唸一次這串經，也會從我無限的慈悲中

獲得恩寵。」（687）對那些一生最少誦唸了一

遍慈悲串經的人，耶穌許諾賜給他們恩寵，只要

他們作這祈禱時，懷着完全的信心，態度謙遜誠

懇，並深深痛悔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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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聖女傅天娜為我們轉禱的禱文 
 

主耶穌，祢教導聖女傅天娜恭敬祢無限的

慈悲。若這是祢的旨意，求祢藉著她的轉

禱，賜我們向祢祈求的恩惠。特別是各位

兄弟姊妹呈獻在祭台前所有的意向與祈求，

蒙祢俯允。 
 

雖然我們的罪惡使我們不配接受祢的仁慈，

可是求祢記念聖女傅天娜的犧牲和棄絕自

己的精神 ，俯允我們懷著純樸的信賴之

心，藉她的轉禱呈上給祢的祈求，以表揚

她的德表。 
 

聖女傅天娜，為我等祈。 
 

誦唸慈悲串經 

「這經文是用以平息天主的義怒，使用普
通玫瑰唸珠誦唸。」 

歌詠： 主慈頌          (頌恩 122首) 
(重唱)   祂未曾應許天常蔚藍，祂未曾應允
花兒常開，祂卻恩許祂的慈愛常在。 

是的，仁慈的主， 懷念你的恩德，就是絕妙

的禱詞。讓我們於悠悠的歲月中，引吭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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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時，先唸： 
 

一遍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

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

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亞孟。 
 
一遍聖母經 

萬福瑪利亞，妳充滿聖寵，主與妳同在，

妳在婦女中受讚頌，妳的親子耶穌同受讚

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妳現在和我們臨

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亞孟。 
 

一遍信經 

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

我信父的唯一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

因聖神降孕，由童貞瑪利亞誕生；祂在比

拉多執政時蒙難，被釘在在十字架上，死

而安葬；祂下降陰府，第三日自死者中復

活；祂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邊，

祂要從天降來，審判生者死者。我信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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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聖而公教會，諸聖的相通，罪過的赦

免，肉身的復活，永恆的生命。亞孟。 

 

在每一端前的大珠唸： 

「永生之父，我把您至愛之子，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靈魂及天主性奉

獻給您 ，以賠補我們及普世的罪過。」   
 

 

在每一端的十顆小珠唸：  

  領：「因祂的至悲慘苦難，」 

   應：「求您垂憐我們及普世。」 
 

 

五端後結尾時，唸三次：  

「至聖天主，至聖強有力者，至聖長存

者，求您垂憐我們及普世。」 
 

最後唸： 

「主耶穌，慈悲君王，我們信賴您！」 

 

歌詠：耶穌我信您   (頌恩 150首第一節) 
耶穌我信您，耶穌我望您，耶穌我愛您，永遠

結合不相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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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賜愛主之情 
 

至甘飴的耶穌，求祢燃起我對祢的愛火，

並把我改變得和祢一樣。求祢聖化我，使

我的行動能取悅祢。願我每日領受的聖體

的德能，助我實現這祈求。 （1289） 

 

受苦時的祈禱 
 

具有生命的聖體，求祢在這個流亡時期支

持我，賜我能力忠信地跟隨救主的步伐。

主，我不求祢救我脫離十字架，但我懇求

祢賜我力量，繼續堅定地留在十字架上。

我希望像祢一樣高懸架上，承受所受的一

切折磨和痛苦，飲盡這苦杯。（1484） 
 
吾主耶穌，求祢賜我力量忍受痛苦，當我

飲這苦杯時，不露厭惡之色。求祢幫助我，

使我的奉獻能取悅祢，不要沾上自負 ... 

主啊，願我所有的一切，不論是軟弱的或

堅強的，都會讚美祢。（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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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聖教會和司鐸祈禱 
 

吾主耶穌，我代表整個教會懇求祢，賜給

我們聖神的愛情與光照，賦予司鐸說話的

力量，好使頑強的心悔改，回頭歸向祢。 
 
主啊，求祢賞賜我們聖潔的司鐸，並親自

保持他們的聖潔。神聖而偉大的大司祭，

願祢慈悲的大能處處偕同他們，保護他們

免陷於魔鬼為司鐸時常設下的陷阱與羅網。

主啊，願祢慈悲的大能，粉碎並擊敗所有

玷污司鐸聖德的事物，因為祢是無所不能

的。（1052） 
 
我至愛的耶穌，我懇求祢賜教會得勝，降

福教宗和全體聖職人員，並賜頑固的罪人

悔改。耶穌，我也求祢特別降福和光照那

些在我一生裡為我辦告解的司鐸。（240） 

 
 
歌詠：耶穌我信您   (頌恩 150首第一節) 

耶穌我信您，耶穌我望您，耶穌我愛您，永遠

結合不相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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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慈悲頌詞 

天主的愛是花朵，慈悲是果實 。讓心存

疑慮的靈魂誦讀以下的慈悲頌詞，使他們

能充滿信賴之心。 

救主慈悲，湧流自聖父的慈懷  

應：我信賴你  

救主慈悲，天主最偉大的特性 

救主慈悲，玄妙的奧蹟 

救主慈悲，湧流自至聖聖三的奧秘之泉 

救主慈悲，世人和天神的理智都無法理解 

救主慈悲，生命和喜樂之源  

救主慈悲，優勝於天堂 

救主慈悲，奇跡異事之源                                      

救主慈悲，包容天地萬物 

救主慈悲，藉道成肉身，以血肉之軀降臨

世間 

救主慈悲，傾流自耶穌聖心敞開的傷口 

救主慈悲，為我們、尤其是罪人存留於耶

穌聖心 

救主慈悲，建立聖體聖事，奧妙無比 

救主慈悲，建立聖教會 

救主慈悲，建立聖洗聖事 

救主慈悲，藉耶穌基督使我們稱義 

救主慈悲，一生與我們同在 

救主慈悲，特別於臨終時擁抱我們 

救主慈悲，賜我們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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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慈悲，時時刻刻偕同我們  

應：我信賴你 

救主慈悲，保護我們脫免地獄永火 

救主慈悲，轉化頑強的罪人 

救主慈悲，使天神驚歎，聖者無法明瞭 

救主慈悲，至奧妙的奧蹟 

救主慈悲，拯救我們脫離一切苦辛 

救主慈悲，幸福與喜樂之源 

救主慈悲，自虛無中造生我們  

救主慈悲，擁抱祂所有化工 

救主慈悲，天主化工之榮冠 

救主慈悲，我們沉浸其中 

救主慈悲，痛苦者之甘飴慰藉  

救主慈悲，絕望者之希望   

救主慈悲，衆心安息之所，恐懼中之安寧 

救主慈悲，聖者之欣悅 

救主慈悲，在絕望中鼓舞我們。 （949） 

 
 

 

歌詠: 與基督同行              (頌恩 289首) 

1. 獨自漫步在世上，將不感孤與單；過遍世旅與主

偕行，與基督共往還。 

2. 雖則聽得別人說道，不能奈何命運；我卻不怕創

出新猷，我要努力奮鬥。 

(重唱)   大踏步面向著世界，我要與救主一起。 

  共望著大路向前進，與基督不相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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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慈悲畫像解說     
 
救主慈悲畫像是來自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

二日傅天娜修女於普沃茨克（ Plock ）看

到的神視。耶穌基督在神視中表示，祂渴

望這個神視被繪成畫像，畫像下面要寫著：

「耶穌，我信賴你！」 

 

畫像代表復活的基督，祂的雙手和雙足都

有釘傷。我們在畫像上看不見祂被刺透的

心，但祂的心射出了一道紅光和一道白光。 

傅天娜修女向耶穌詢問神視的意義時，祂

解釋說：「白光代表水，能使靈魂成義；

紅光代表血，是靈魂的生命。 當我憂悶

的心在十字架上被長矛刺透時，我慈悲的

深處便射出了這兩道光線。」（299） 換

言之，兩道光線代表了聖事，也代表在被

刺透的肋旁下誕生的聖教會，同時也代表

了聖神的恩賜，因為水在聖經裡是聖神的

象徵。「在這兩道光線中尋找庇護的人是

有福的，因為天主不會向他們伸出公義之

手。」（299）  

 

因此聖像描繪了天主藉著基督復活的奧蹟

圓滿地展示的仁慈。教會的聖事最能彰顯

祂的慈愛。畫像是求取恩寵的工具，而且

也是一個標記，提醒世界要相信天主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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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地對待近人。畫像下寫著這句話：「耶

穌，我信賴你！」這句話要出自信靠之心。 

耶穌說，這畫像「是要提醒世人我慈悲的

要求，因為如果沒有善行，即使有最堅強

的信德也沒有用處。」 （742） 

  

敬禮這幅畫像是要基於充滿信心的祈禱和

仁慈的行為。故此，耶穌為敬禮畫像的人

許下這些承諾：得救的恩寵、在基督徙成

聖的道路上進展神速、善終的恩寵；此外

實施仁慈的人若以信心向祂祈求，也會獲

賜他們祈求的恩寵和現世的祝福。  

 

耶穌對傅天娜修女說：「我賜給世人一個

器皿，他們可藉此常常來到慈悲的泉源獲

取恩寵。這器皿就是這幅寫着『耶穌，我

信賴祢！』的畫像。」（327）「藉著這

幅畫像，我會賜給靈魂很多恩寵，所以讓

所有靈魂都接近這幅畫像吧。」（570）

「我許下凡恭敬畫像的人永不會喪亡，我

更許下他們必得勝他在世上的仇敵，尤其

是在臨終的時候，必能制勝他們的仇敵。 

我會親自保衛他們如我自己的光榮一樣。」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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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女傅天娜簡介 

傅天娜修女於一九零五年生於波蘭一個村

莊。她原名為海倫娜高華斯（Helena 

Kowalski），家中有十名子女，她排行第

三。傅天娜修女自小便熱愛祈禱，她工作

勤奮，服從長輩，而且關懷貧苦者。她接

受了不足三年的基礎教育後不久，便在十

多歲時離開家庭，作別人的家僕。 

她在二十歲時加入了仁慈之母女修會

（ Sisters of Our Lady of Mercy），易名為

傅天娜‧瑪利亞修女 (Sr. Mary Faustina) 。 

十三年來，她只負責煮食、園藝和守門的

工作。她的一生雖然看似平平無奇、單調

乏味，卻與眾不同地跟天主深深的合而為

一。她自小便渴望成聖，而且不斷為這目

標而努力，並與耶穌合力拯救迷失的靈魂，

甚至獻出她的生命作為贖罪的祭獻。因此，

她的修道生活充滿痛苦，同時也滿載非凡

的聖寵。  

耶穌就是向這位純樸而全心信靠天主的修

女，作出了這個奇妙的宣言：「在舊約時

期，我派遣先知向我的人民大發雷霆。 

今天我派遣你把我的仁慈帶給全世界。 

我不想懲罰痛苦的人類，只希望治癒他們，

讓他們貼近我的仁慈的聖心。」 （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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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女傳天娜的使命包括以下三項工作： 

1.提醒世界聖經向我們啓示信仰的真理，

也就是天主對所有人的慈愛。 

2.為世界呼求天主的仁慈，尤其是以嶄新

的形式實行救主慈悲的敬禮，例如恭敬

救主慈悲畫像，畫像下面要寫上：「耶

穌，我信賴祢！」；還要在復活節後首

主日慶祝救主慈悲節日；誦唸慈悲串經；

在慈悲時辰 (下午三時正) 祈禱；以及

宣講救主慈悲敬禮。 

3.發起救主慈悲的宗徒運動，包括宣講天

主的仁慈和為世界呼求仁慈，以純樸的

精神信靠天主，修德成聖；這意願可藉

遵行天主的聖意和仁慈地對待近人表達

出來。 

 

傳天娜修女後來患了結核病，再加上她為

罪人作犧牲時所受的痛苦，使她身體虛弱，

疲憊不堪。結果，她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五

日於克拉科夫逝世，享年三十三歲。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復活節後首主日，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羅馬聖伯多祿廣場宣

告列她為真福品。並於公元二零零零年四

月三十日，複活節後首主日，冊封她為聖

人。 



 
 

『我派遣你，把我的仁慈帶給全世界』 

 

 

 

聖女傅天娜，為我等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