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真理以及教会的训导权威辩护

“ 蒙召的孩子们！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们！如今夜幕益发漆黑凝重，

这也预示着黎明正在来临。新天新地将会实现，我要你们赶快从沉睡

中醒来，回应这个无法估量的崇高的爱，为了拯救这个世界，

我和我的母亲通过不断显现的标记把它（爱）启示了出来。”

（2002年8月15日来自耶稣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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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州的朝圣者无需担心遭受绝罚的威胁

地方教会否认罗州神迹的真正原因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承认1995年10月31日的圣体奇迹

教宗本笃十六世发表公函表明支持茱莉亚

呈递给教宗方济各的申诉书 --罗州的果实以及持续遭受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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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份，事件过去了几个月，我们从Giovanni 

Bulaiis总主教那里获悉，他曾经就罗州的事情拜访了

万民福传部，了解到DIAS枢机关于罗州事件给光州总

主教发了一份公函，公函

中有以下内容：“由于

发生在罗州的事件被认

为是私人启示，有关禁

令不能施于前往罗州的

朝圣者身上。同样，对

AOYSIUS 张神父的处罚

应该撤除。张神父可以

主持弥撒。”

因此，DIAS枢机是在告诉光州总教区，不可以实施通

告中提到的各种惩罚。因此，正在考虑前往罗州朝

圣的信众不用担心绝罚的威胁；而且，张神父也不会

被赶出教区，他可以继续履行司铎的职务。万民福传

部毕竟是牧灵事务上最高权威部门，隶属于教宗，它

的权威在全世界传教地区之上，包括了韩国。

毫无疑问，DIAS枢机

拥有合法的权力和权

威代表宗座颁布牧

灵事物的指导与建

议，这些指导和建议

对韩国主教们具有

约束力。然而，光

州总教区没有把这

份公函公诸于众，

把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司铎和平信徒蒙骗于黑暗之

中，使人们不清楚DIAS枢机写过这份至关重要的公

函，致使他们以为光州总主教针对罗州朝圣者以及

ALOYSIUS 张神父所颁发的法令仍然有效。

因此，光州总教区在误导全世界的司铎和平信徒。它

不服从并且无视宗座的指示。

这个通告的内容既简单又直

接：1）任何人，无论其国籍

或者地位，如果他/她访问

罗州，将遭受自动的绝罚； 

2）Aloysius 张神父一贯坚

决袒护罗州，他已被调离光州

总教区。

当ALOYSIUS 张神父收到ANDREW 

崔总主教的那份通告文件后，

他立即给总主教写了一份申诉

书，请他重新考虑这个案子，

撤销调他离开教区的处罚。崔

总主教迅速做了回复，拒绝了

张神父的请求。然后，张神父

光州总教区于2008年1月21日颁布通告

换而言之，张神父被逐出了教区。然后，这个通告被

寄往了全世界。世界各地许多信徒怕得发抖，连续几

个月，到罗州朝圣的人数急剧下降，许多知情人士对

光州总教区这种既极端又滥权的行为痛心不已。 

Aloysius 张神父上诉至宗座

Aloysius 
张烘彬神父 准备了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在一

位律师的帮助下，向梵蒂冈宗座

法院提出了上诉。

2008年2月12日，他搭上了飞往罗马的航班。2008年2

月16日周六，张神父获得尊敬的万民福传部部长Ivan 

Dias枢机的接见，他刚刚从中国回来。在会见的过程

中，Dias枢机说张神父的案子立刻可以解决，不过，

要决解罗州的所有问题则需要一些时间；他要求我们

毋须担心，要耐心并且常常喜乐，以更坚强的信德向

圣母祈祷，等待她把剩余的障碍移除掉（使教会正式

承认罗州）。然后，他祝福了我们。张神父非常感激

而且受到极大的鼓舞，他给茱莉亚和罗州的自愿者们

转达了这个好消息。

Ivan Dias枢机给Andrew崔总主教， 
要求停止施行通告中的法令

Ivan Dias枢机，万民福传部
部长（2006-2011）；宗座
驻韩国大使（1987-1991）

罗州的朝圣者无需担心受绝罚的威胁

教廷驻韩国大使Ivan Dias正在阅
读关于罗州圣母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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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ANDREW 崔总主教的确于2008年7月2日对圣母小

圣堂和圣母山进行了牧灵访问，身边有几位司铎和平

信徒陪同。在访问罗州期间，总主教对朝圣者和义工

们显得非常友善，甚至对他们说“我们没有禁止祈

祷”，“领受圣神丰富的恩宠”。

听见总主教说这些话的人都感到很诧异和奇怪，因为

与他通告中的规定完全相反，那份通告以自动绝罚

威胁朝圣者。我们对总主教这次令人意外的到访与表

态，解读为他是为了淡化和弱化通告中的内容所做出

的姿态，显示他为了遵从教廷指示而正在做出努力。

然而，这份通告是一份严肃和正式的官方文件，由光

州总主教签发，并已发送世界各地，因此，该通告只

能以另一份光州总主教签发的文件，正式而明确地被

修正或取消。

Dias枢机的公函以及崔总主教访问罗州以及当时说

过的话，没有在天主教的媒体或者韩国周日新闻简

报上刊登，因此，大多数人仍未能知晓总主教颁布

的那份通告的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由于对光州总教区的不服从而感到沮丧，教廷决定把罗州的案子移

交信理部处理，信理部是在教宗领导下，在教会内在信理和神学方

面有最高的权威，包括罗州这宗案子。光州总主教和ALOYSIUS 张神

父同时收到教廷驻首尔大使的通知，信理部已于2008年4月对罗州事

件展开调查。

教廷希望光州总教区乐意且真诚地服从万民福传部的指示与建议，

可是一直不见有任何合作的行动。人们期待的信理部即将发布的关

于罗州事件的通告，将对地方教会有直接的约束力。光州总教区将

不得不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是否尊重和服从教廷，或者仍然

与之对抗。

教廷2008年4月29日致
张神父的信函

Andrew 崔总主教确实于
2008年7月2日对罗州进行了牧灵访问

2008年7月2日，Andrew 崔总主教在圣母山认真观看圣体奇
迹的照片

人们不禁自问，根据Andrew 崔总主教本人签发的法令，
他是否也会受到绝罚，因为他于2008年7月2日访问了圣母

之家和圣母山

“若是这计划或工作是由人来的，必要消散；

但若是从天主来的，你们不但不能消灭他

们，恐怕你们反而成了与天主作对的人。” 

               （宗5：38-39）

光州总主教（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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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拜访信理部时，信理部的一位主教和几位神父询问崔

主教为什么不认同罗州，并且催促他尽快批准。在述职

访问的最后一天，即12月3日，所有韩国主教（超过20

人）出席了与万民福传部部长Ivan Dias枢机的会面，

这位枢机带来了一大堆

文件，他说都是关于罗

州的，并且询问崔总主

教为什么不接受罗州。

崔总主教回答说，他仍有

一些问题不能确定；这位枢机问是什么问题；崔总主

教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圣体会从天上掉下来。Dias枢机

回答说，在过去，已经出现过许多圣体奇迹。

崔总主教还告诉神父和修女们，因为罗州的事，使他

在教廷的时候还遭到了人踢。述职回来后出现了一线

转机，崔总主教或许开始采取一些措施遵从教廷的指

示，可是不久，他又一次被信奉自由主义的神父们所

压倒。

2008年1月21日，从梵蒂冈回来后不到二个月，崔总主

教以主教的名义颁布了那份针对罗州的通告。

这个通告的有效性令人感到极度怀疑。这份通告也不

符合教会的法典。

一位教区的主教有权绝罚来自世界上其他教区的信徒吗？

颁布通告前夕，2007年12月在梵蒂冈述职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目前仍在等待信理部的声明，任何考虑到罗州朝圣的人，亦不用担心自动绝罚的威

胁，作为个人或者团体中的一员，有充分的理由自由访问罗州。

而且，即使张神父对这个法令提出上诉之前，一位教区的主教是否有权

绝罚其他教区的人，这一点就值得怀疑。一位教区的主教威胁绝罚世界

上的任何一个人，这似乎滥用了教会的权力。

2010年3月5日，GIOVANNI BULAITIS总主教在梵蒂冈会见茱莉亚和她的

同伴时说：“Dias枢机说，这种类型的绝罚是荒谬的，因为他没有

这种权力。”

听他当时讲话的实况，请访问：http://www.youtube.com - 搜索: The Sec-
ond Eucharistic Miracle and other Signs in the Vatican (2010.3.5)

Giovanni Bulaitis总主教于1991年
至1996年间任教廷驻韩国大使

2007年12月Ivan Dias枢机与
Choi总主教会面时问他为什

么不接受罗州

法典1318条 ：

立法者不得制定自科罚；但为抵制某些特

殊危害的罪行，其罪或能有特别重大的恶

表，或仅处待科罚无法收惩治效力时，不

在此限。惩戒罚，尤其惩罚，非有极大的

节制，并且只为抵制较重大的罪行，不得

制定之。

极度怀疑这个通告对于天主教法典的有效性

韩国的主教们在梵蒂冈述职回来后，2007年12月8日，

光州的ANDREW 崔总主教在午餐期间以及午餐之后告诉

几位神父和修女关于这次旅行的情况。

Aloysius张神父就是其中在场的一位神父。崔总主教

透露了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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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教廷特使在罗州亲眼目睹了圣体奇迹

然而，罗州所属的光州总教区一些神父一直对罗州

持冷漠的态度。1994年11月24日，教廷驻韩国的大使

Giovanni Bulaitis总主教（1991年 --1997年4月）通

知光州总主教，他将代表教宗对罗州进行正式访问。

Bulaitis总主教访问

期间二次见证了圣体

降下的奇迹；他同时

闻到了浓郁的玫瑰花

香，这种香气代表了

圣母玛利亚的临在以

及她的爱（根据她的信息），在他的整个访问期间， 

这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圣堂。Bulaitis总主教在圣堂里

对其他神父叹息说："韩国的主教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罗

州这些重要现象。"回到首尔后，他向万民福传部写了

一份报告。

光州的神父们得知Bulaitis总主教访问罗州的消息后感

到震惊。他们匆忙以总主教的名义组成了一个调查委

地方教会否认罗州奇迹的真实正原因

员会。然而，对罗州获得一个客观而专业的调查前景

并不乐观，因为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明显带有强烈的现

代主义意识倾向。

罗州调查委员会成立于1995年,

由具有现代主义思潮的神父们组成

他们曾被派往欧洲学习（1970年代至1980年代），因

此，他们有可能被提拔为韩国教会未来的领袖人物。

这些年青的神父们接受一些知名神学家的教导，深受

现代主义理念的吸引。他们回到韩国后着手实施在欧

洲学到的东西，使韩国的天主教会与快速发展的世俗

世界相互适合。对于那些受现代主义神学感染的人，

必定认为天主教信仰中超自然的本质是过时的、毫无

用处、甚至是迷信的。他们把教会里许多事物“去超

性化”，把它们变得像新教徒的信仰，借口教会现代

化有助于促进与分离的兄弟之间的团结。这种思潮在

光州总教区尤为强烈。即使信息和奇迹于1985年刚开

始的时候，光州总教区的神父就对它们表现出极大的

敌意，他们对展开一个有诚意的调查丝毫不敢兴趣。

在韩国罗州，透过茱莉亚的信息和奇迹始于1985年。茱莉亚为世界的罪做补赎的生活早在几年之前就开始了。

圣母玛利亚在罗州透过她的雕像流出眼泪和血泪长达几百天之久，又通过同一尊雕像渗出香油；在1988年至

2010年期间，在罗州或者与罗州有关联的圣体奇迹一共发生了33次（14次圣体在茱莉亚的口中变为可见的肉和

血；分别在一个圣体盒和一个圣体豪光内的圣体流血奇迹各3次；圣体从天上降下共16次）。在1998年通告公布

前，发生的奇迹和领受的信息均通过罗州堂区立即向光州总主教做了报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神父和平信徒

对罗州发生的事件产生了兴趣，他们中许多人都曾经访问过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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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影响改变圣体之饼酒形

象。光州总教区似乎曲解这

条教理，错误地坚持饼酒的

形象必须继续保持不变，即

使在祝圣的行为完成之后，

它排除了任何圣体出现奇迹

的可能性，甚至谴责在领受

者体内，或者在圣体盒里随时间而发生的圣体自然变

化，由于它们违反了“教会的训导”。

我们相信，光州总教区断言圣体饼酒之

形象必须保持不变，即使在祝圣之后，

这一观点并不存在于教会的教理之中。

这是对教理理解的错误。根据教会的法

典，当圣职人员坚持错误的信理，他们

将自动遭受绝罚（参考：天主教法典1364（1）和1336

（1）条规定）。因此，领导光州总教区的圣职人员，

必须尽快公开纠正他们在声明中出现的信理错误，以

避免遭受惩罚。

也许有人会说，光州教区的声明不过是对正常情况的

描述，可是，我们目前讨论的不是一般的正常情况，

而是一种特殊的情形，在讨论天主是否以超自然的方

式介入。如果我们拒绝和谴责一个奇迹，因为它违 反

了正常的情况，那么，我们是在否认奇迹发生的可

能性。这种行径已经遭到第一次梵蒂冈大会的谴责

（DS#3034）。当那些具有训导权威的人歪曲了任何正

确的教会训导以及误导信众，我们明白这是教会内出

现的一种最严重、最危险的邪恶力量。

光州教区尹恭熙总主教曾经想无限期地拖

延发布公告

光州教区尹总主教（2001年被崔昌武总主教接替）曾

经想无限期地拖延发布公告，可是他无法克服来自神

父们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在声明中签字。

自由派（现代主义者）的神父在得到YOON总主教的签

字后，把谴责罗州的声明草案副本送到了万民福传部

在意大利的兰恰诺发生过圣体奇迹，变成了肉（左图）和血
（右图）。根据光州总教区的声明，这个已获教会承认的奇

迹也有悖于教会的训导。

2010年2月8日在梵蒂
冈，茱莉亚舌尖上的圣

体变成了肉和血

这很好解释了，直至今日，光州的一些神父对待罗州

的恼怒与固执态度是如此令人难以理解。很好解释

了，直至今日，光州的一些神父对待罗州的恼怒与固

执态度是如此令人难以理解。

光州总教区的‘罗州调查委员会’与茱莉亚·金的会

议只进行过一次，可是，是否真心诚意地探究罗州报

告中的现象是否来自天主，这次会谈却完全缺乏真诚

与意愿。其中有位神父与茱莉亚讨论关于天父、耶稣

和圣母的信息时说：“天父没有肉身，因此，他不能

说话；耶稣和圣母能够说话是因为他们有肉身，不

过，他们也不能说话，因为他们二千年前就死了”。

另一个神父则认为,“在很高的大气层是非常冷的，圣

母如何能穿过这么冷的空气下来呢？”这些亵渎的言

论只是反映出部分委员会成员缺乏诚意和谦逊的一小

部分例子。

光州总教区歪曲教会的训导，

于1998年1月1日声明谴责罗州

在1998年1月1日的公告中宣称，"罗州宣传的圣体奇迹

违反了教会的训导，圣体之酒饼形象必须保持不变，

即使在祝圣之后"。光州的声明歪曲并辱没了教会的训

导，旨在为他们谴责罗州寻找托辞。如此理解教理假

如是正确的方法， 那么，所有教会历史上的圣体奇迹

皆因`违反教会训导'而必须统统扔掉。

教会训导的正确理解是，当神父祝圣了饼和酒时，饼

和酒的本质完全转变成了另一种本质，即我们主的肉

和血，而没有同时在酒饼的形象上伴随改变。

教会训导只是说明了圣体的标记经过司祭的祝圣保持

不变。换而言之，司祭的祝圣没有能力或者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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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希望在公布之前获得福传部的批准。（按照

驻首尔教廷大使馆的一位官员的说法）

CEP审查后表示拒绝，把它送

回了光州总教区。光州的司铎

们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又再

一次把它送去CEP，可是CEP仍

然不同意，要求光州总主教提

供韩国所有主教一致同意的文

件。光州的司铎知道这是不可

能做到的，因为一些主教强烈

反对这一声明。

光州的神父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直接把草案的副本

送给信理部（CDF）的秘书Tarcisio Bertone总主教，

而没有把它们呈送给信理部部长拉辛格枢机的手中，

因为他们知道拉辛格枢机不会同意这份声明。他们最

终获得了Bertone总主教的批准，于1998年1月1日向

全世界宣布了这则声明，他们同时宣称与宗座团结共

融。当然，他们是与Bertone总主教团结共融的，而不

是与教廷。

1998年8月，CEP的秘书 

Marcello Zago总主教的信

1998年8月，光

州教区的声明发

布了七个月后，

Benidict Lee

先生和Ma r y ' s 

Touch之家收到

CEP秘书Marcello 

Zago总主教通过

电 子 邮 件 发 来

的 信 ， 感 谢 他

们 提 供 了 许 多

关于罗州的信息，同时鼓励他们寻求罗州的真相和正

义。（ZAGO总主教于1999年因病去世，年仅68岁）。

Marcello Zago总主教在信中说：“你们可以放心，

本部门非常清楚关于罗州的问题，以及清楚触及到韩

国以及其他地区基督徒生活方式与信仰问题。在‘梵

二’以后，教会邀请你们祈祷，祈求天主圣神光照教

会信众，众人的职责是看守信仰的纯洁性。遵从韩国

主教团的引导，希望备受尊敬的韩国教会坚守真正的

天主教信仰与实践，不至于让一些令人疑惑的个人的

言论所困扰，依赖圣神的恩宠和圣母可靠的助祐，目

前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克服。”

茱莉亚在通告公布后等待了七年， 

希望能够重新进行一次有诚意的调查

1998年1月1日通告发布以

后，环绕罗州的气氛因惊愕

和恐惧凝冻了起来，在开始

几周时间里，朝圣者人数急

剧下降至只有几十人，尽管

这个数字逐渐恢复到每次参

加祷会的人数达上千人，

包括来自国外的主教、神父以及平信徒，他们大多数

人来自东南亚国家，有一些人来自德国、奥地利、美

国、拉丁美洲国家以及非洲。然而，茱莉亚·金停止

了一切公开活动，没有与任何朝圣者见面，没有进行

任何形式的见证，只是祈祷，留在自己居住的阁楼里

经受一直以来极为严重的痛苦。

茱莉亚有必要服从谎言

而背叛主和圣母吗？

2001年春天即将结束的时

候，罗州堂区的宋（路加）

神父告诉朱力欧,“如果茱莉

亚在一个主日弥撒中用麦克

风说，她曾见证的所有信息

和神迹是假的和捏造的，而且她将不再做这些事情，

她将被允许来参加堂区的弥撒。”他在要求茱莉亚的

良心背叛真理和事实，宣布一切都是虚假的，身为一

名圣职人员，一定不能做这种事情的。他还说：“如

果茱莉亚带着那尊雕像来堂区办公室，关闭圣母堂和

Cardinal Joseph Ratzinger, the 
Prefect of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from 1981 
to 2005  

在她的阁楼里，她痛苦地
把自己隐藏了起来，

长达7年之久，
没有与任何朝圣者会见

罗州堂区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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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山，她将被允

许恢复正常的信仰

生活。”茱莉亚无

法同意这些条件，

因为放弃信息、奇

迹以及为圣母工作

的场所，就等同出卖主和圣母。因此，有一段时间，

茱莉亚只能留在家里祈祷，以履行主日的义务（因为

教区的所有堂区与罗州堂区联合起来限制茱莉亚）。

就这样，茱莉亚的退隐生活持续了7年，直至2005年，

当光州总教区宣布了第三个通告说，“罗州与光州

总教区没有任何关系”，意味着罗州不再属于光州教

区。因此，罗州被谴责为异端。在2001年新上任的崔

总主教说，将不再对罗州事件进行审查。

茱莉亚于2005年开始恢复公开活动

茱莉亚终于意识到光

州总教区无意进行一

次真诚的调查，反而

千方百计地终结和摧

毁罗州。她想如果她

继续过隐居生活，她

会把主和圣母交给她的使命放弃掉，于是她恢复了与朝

圣者见面的活动，继续传播信息。在圣母山搭建起来的

塑料大棚圣堂里举行的每一次朝圣者祈祷会中，圣母都

通过她的雕像渗出香油来，有时会显现眼泪和血泪的征

兆，以证明罗州的工作是圣母自己做的。

朱莉欧和茱莉亚在罗州堂区教堂 

圣母通过她的雕像
流出了血泪

圣母通过她的雕像
渗出了香油

2009年2月24日，光州总教区公布一份公函（编号：

112/1993-27066），这封公函是信理部秘书于2008年

4月24日签发的。透过这封信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

天主教教会对发生在罗州的事件所持立场，即“Non 
Constat de Supernaturalitate”，翻译过来是：目前“未确

认是属超自然的”。这句话并不意味着谴责，而是指

调查仍在进行之中。如果是谴责，则有另一个不同的

声明：“Constat de non supernaturalitate”。

根据教会的官方立场， 
到罗州朝圣是允许的

（“未确认是属于超自然的”）

地方主教的决定只能是以下情况之一：

1） Constat de supernaturalitate 
（确认为超自然现象）

2） Constat de non supernaturalitate 
（确认为不是超自然现象）

3） Non constat de supernaturalitate 
（未确认是属于超自然现象）

“未确认属于超自然现象”指宣称的‘显现’是否真

实也许未显明。因此，宗座对罗州所持的官方立场是

调查仍未结束，仍需要考察更多的证据、见证以及果

实。这意味着由个人发起的朝圣、祈祷会、告诫圣

事、见证、派发罗州出版的简报等等，不会遭到禁

止，是自由和允许的。

在调查仍在进行期间，宗座允许神父与平信徒以个人

的名义自由访问、咨询和经验。如果光州总教区希望

真正与教廷团结共融，他们应该尊重和遵循教廷的Non 
constat de supernaturalitate立场，容许以上提到的所有活

动。尽管如此，自从1998年1月1日以来，光州总教区

一直在谴责罗州，罗州的反对者一直向全世界叫嚣，

茱莉亚与她的追随者已遭受谴责和绝罚，欺骗和误导

了众多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光州的声明使许多人

认为罗州和茱莉亚在与教会对抗，而实际情况是光州

总教区在与教廷对抗。 ）。

在韩国，赤裸裸的现实是罗州的朝圣者不断遭受迫

害。他们受到各自所在堂区的排挤与绝罚。韩国教会

这种强加的迫害不符合“Non constat de supernaturalitate”
的立场，因此，CDF的官方声明在韩国教会与教廷

信理部之间产生了极深的裂痕。总而言之，根据信

理部2008年4月24日公布的教会立场（Non constat de 
supernaturalitate），到罗州朝圣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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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24日，Giovanni Bulaitis总主教，教廷

驻韩国大使（1991年至1997年），以官方身份到访罗

州，在圣母堂见证了二次圣体降落下的奇迹。这次访

问以后，总主教通过万民福传部向教宗保禄二世呈送

了一份报告。在审查这份

报告以后，教宗于1995年9

月18日派遣他的私人秘书

VINCENT THU蒙席来到罗州，

给茱莉亚·金女士捎来了消

息：“我极度热爱与尊敬罗

州圣母，我也非常爱和尊

敬茱莉亚。”

通过蒙席THU，茱莉亚应邀

参加了教宗私人小圣堂里举

行的弥撒。1995年10月31日

举行的弥撒中，茱莉亚口中

领受的圣体变得大了一些，

变成了活的、蠕动的肉和

血。当教宗看见圣体的饼酒

形象在发生变化时，他感到

非常惊讶。他祝福了茱莉

亚，用手在她的额头上划了

十字圣号，同时祝福了她在韩国的家人。

教宗保禄二世承认1995年10月31日的圣体奇迹

韩国的主教在1996年到教廷述职期间，教宗若望保禄

二世向主教们建议，“与亚洲的其他国家分享罗州神

茱莉亚金与
Vincent Thu蒙席在一起

教宗赐福给朱莉娅， 在她的额头上划了一个十字圣号，
也祝福了她的家人。

我们也被告知，教宗一直在注视圣母在罗州流出眼泪

和血泪的照片，就一直这样注视了大约40分钟，他的

手微微地举起来，就像他在做弥撒时那样。

然而，1998年1月1日，光州总教区让全世界的信徒们

感到震惊，他们在该日宣布了对罗州的负面通告。

当韩国的主教们于2001年3月初再次到梵蒂冈述职时，

在一个午餐会上，教宗抛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罗

州的情况怎样了？”没有一个主教愿意或者准备好

回答教宗的这一提问。令人不安的沉默持续了好一阵

子：教宗正焦急地等待着，而主教们不知如何回答教

宗的问题。

尽管教宗的提问非常简短，但它可能包含了若干个具

体问题，例如：在1996年提出的请求，与亚洲其他国

家分享罗州的恩宠，你们在过去5年中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你们在1998年1月1日宣布了针对罗州的公告而

事先没有咨询我的意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如果

你们还记得我在5年前提出的请求，如果你们知道我

对于1995年10月31日发生的圣体奇迹所采取的立场？

最后，坐在教宗身边的韩国济州教区的金主教打破了

尴尬的沉默说，“宗座，午餐后我将向你做详细报

告”。因此，金主教单独向教宗汇报了一个小时，非

奇的恩宠。”教宗为了获得更多关于罗州的信息，他

又单独会见了韩国仁川教区WILLIAM MCNAUCHTON主教，

对他说：“我也看见茱莉亚口中的圣体发生变化。”

（William McNauchton主教的证词）

1995年10月31日在教宗的私人小圣堂举行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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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95年10月31日

透过茱莉亚发生的圣

体奇迹，通过公开的

展览，教宗清晰而有

力的行动给普世教会

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

信号，尤其是对韩国

的教会，不要再浪费时间，尽快再次开展客观真实的审

查，基于调查结果认可罗州，那么，面向整个亚洲的福

传工作以及使全世界的天主教信仰重新活跃起来，会因

此变得容易得多。

当天上的恩宠透过罗州继续倾注到世界上时，光州总

教区顽固地阻止人们传播罗州的信息，阻止朝圣者继

续到罗州来。直到目前为止，光州总教区一共发布了

五次谴责罗州的声明：上一次的声明是在金喜中总

主教（他于2010年3月接替了 崔总主教）领导下发布

的，发布的日期是2011年5月1日，这个日期恰好是教

宗若望保禄二世被列入真福的日子，他一直以来都在

坚定和热诚地信任和支持罗州，并认可了1995年10月

31日他本人亲自见证下的圣体奇迹。

如果教廷封圣部判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支持罗州是不

正确或者不合适的，他们将不会向教宗本笃十六世推

荐他为真福。把这位教宗列入真福品与迫害罗州同时

并存显然是不对的。光州总教区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封为真福的同一天，宣布了反对罗州的第五次负面通

告，可能被视为是对教宗的侮辱，同时也是一种藐视

现任教宗的行为，是他批准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列为

真福并封为圣人的（2014年4月27日）。

常详细地解释了罗州和韩国教会的情况。当KIM主教的

汇报结束以后，教宗显得非常高兴和满意。显然，他

听到关于罗州和韩国教会如此真诚、诚实和详细的报

告感到异常高兴。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尽管身体有恙，导致他做一个脸部表情都困难，教宗

拥抱了金主教的肩膀。教宗告诉金主教，他将给办公

室下达指示。

同年（2001年）5月，教

宗的指示结出了果实。

其中之一是位于Mo n t e 

Sant' Angelo的总领天使

弥额尔的朝圣地，大概

位于ST. (PADRE) Pio of 

Pietrelcina's的朝圣地

San Giovanni Rotondo以

东20公里。在圣弥额尔朝

圣地的教堂里，展出了1995年10月31日圣体奇迹的照

片以及意大利文的说明文字，一起展出的还有其他地

方发生的圣体奇迹，包括Lanciano、Siena、Orvieto

等等，所有这些奇迹都已获得教会的认可，这种安排

表明，透过茱莉亚在梵蒂冈显现的圣体奇迹也被作为

教会认可的奇迹之一介绍给公众。

无论如何，教宗拥有特殊的权力，对发生在梵蒂冈或

者罗马的奇迹有权做出决定。据悉，这些涉及到教宗

本人的公开展览一定是得到了宗座的首肯。墙上挂着

的意大利文是这样写的：“教宗不仅见证了1995年10

月31日透过茱莉亚而显现的圣体奇迹，而且他是这次

超自然现象中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是一个为了整

个教会的益处，天主赐

给教宗的一个强有力的

征兆和信息。

除此之外，教宗也允许

一家意大利主流天主教

电视台，向全意播放发

生在梵蒂冈的圣体奇迹

的新闻以及有关罗州的

一些情况。

大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 

大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圣

http://www.youtube.com  
搜索 : miracoli n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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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4日，在教宗本笃十六

世2013年2月辞职前的几个月，

他给一位名叫FRAU CAILIA ILIA 

POHL的女士送去了一封信，她是一

位生活在德国的韩国人，这封信

是关于茱莉亚的。（一个月前，

FRAU POHL呈送了一封信给教宗，

信的内容是关于茱莉亚得了严重的

疾病）。这封信是教廷国务院主教

圣母在2009年11月要求茱莉亚前往梵蒂冈。茱莉亚

于2010年2月底拜访了Giovanni Bulaitis总主教位于

梵蒂冈的官邸。2010年2月28日，在Bulaitis总主教

和Aloysius 张神父共祭

的弥撒中，茱莉亚口中

的圣体变成了肉眼可见

的血与肉。几天以后，

Ivan Dias枢机向教宗本笃

十六世做了报告，教宗

说。“我支持罗州。”

（Giovanni Bulaitis总主教

的证词）

PETER B. WELLS写的，信中说，

“我兹向你确认收到了11月7日的来信，你在信中向教

宗报告了关于茱莉亚所遭受的痛苦。教宗本笃十六世

命令我向你保证，他将在精神上与金夫人紧密连结在

一起，同时，在她生病期间为她祈祷。”

教宗本笃十六世发表公函表明支持茱莉亚

视频中截取的照片

Capture 1

Capture 2 Capture 3

2010年2月8日，圣体奇迹的见证人，Bulaitis总主教、
张神父、茱莉亚和其他人

目击证人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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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Maria Young-hyoun Kwon，来自大邱教区。

当我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时候，我就与父母一起到

罗州朝圣。透过到罗州朝圣，我的灵魂和身体获

得了极好的治愈。我的灵性生命取得了进步，自

从实践五大灵修以来，我的家人变得很平安和幸

福，那是圣母妈妈透过茱莉亚赐给我们的。

我的姐姐（Johanna Young-hye, 

Kwon）几年前遇到了一场严重的车

祸，几乎死了过去。当我的父亲

（他是一名医药学博士）和他的同

事看了她的X光和磁共振的照片后，

他们认为她余下的生命都需要临终照顾，因为她

的脊椎多处破裂并且出现压缩性骨折。

然而，当她坚持喝罗州的神奇泉水，用神奇

泉水洗澡，坚持定期到罗州朝圣，以及领受

 

罗州的果实以及持续的迫害

“我的家人见证了所有这些事情，真是太奇妙

了，意识到这是一个奇迹，罗州圣母是真实的。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由于错误的法令和迫害的

缘故，许多灵魂错过了领受那些恩宠的机会。”

医生的诊断：脊椎上多处压缩性骨折（T2、3、
4、5、7），至少需要6个月时间在剧烈的疼痛中
恢复。可是，她况只用了一个月就完全康复了。

这是一个奇迹。

Young-hye, Kwon   

Medical certificate on Young-hye, Kwon  

2003年6月18日治愈后2003年5月17日治愈前

茱莉亚的治愈祈祷，她的脊椎重新被连接了

起来，她的背部完全被治愈了，恢复至正常

的健康状态。

除此之外，我今年几乎死于败血症。然而，在茱

莉亚·金为我祈祷以后，我的情况变得正常了，

而且能够吃东西。所有的症状，以及抗生素引起

的并发症而产生的严重麻疹也消失了，因为我去

罗州朝圣，领受了茱莉亚·金热切的祈祷，喝神

奇泉水，以及用神奇泉水冲凉。

我的家人见证了所有这些事情，真是太奇妙了，

意识到这是一个奇迹，罗州圣母是真实的。然

而，非常可惜的是，由于错误的法令和迫害的缘

故，许多灵魂错过了领受那些恩宠的机会。例

如，有一些神父放弃了去罗州的机会，因为他们

觉得不好向主教交代；甚至有些神父由于担心受

到绝罚，他们因此不敢前往罗州。

我的内心充满了遗憾，我身边的许多人在一些堂

区被拒绝领圣体、办告解、受洗、临终敷油，甚

至被拒绝为他们的父母献葬礼弥撒，就因为他们

曾前往罗州朝圣。一些到罗州朝圣的人被无限期

地赶出了他们的堂区。

因此，我向教宗你提出这一诉求，认可我们朝圣

者在罗州见到的和经历过的，好能纠正韩国天主

教会禁止人们到罗州朝圣的错误。透过你的批

准，其他人也能获得来自耶稣和圣母白白赐给的

恩宠。教宗，我爱你！

Maria Young-hyoun Kwon, 2014年10月4日于韩国

呈 递 给 教 宗 方 济 各 的 申 诉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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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998 

2001年5月

2005

2008

2014

1998年1月1日第一
次公告

光州尹总主教发布了第一
个谴责罗州的公告

光州崔总主教发布了第二
个谴责罗州的公告

光州崔总主教发布了第三
个谴责罗州的公告

教廷驻韩国大使访
问罗州，见证圣体
降落下来并向教宗
若 望 保 禄 二 世 报
告。

2008年1月21日法令

光州总教区的法令——
对罗州朝圣者施于自动
绝罚的惩处

2001年5月31日第二次
公告

2005年5月5日第三次
公告

2008

2011

如果封圣部判断教宗若望

Andrew 崔总主
教于2008年7月2
日到罗州进行牧
灵访问

保禄二世支持罗州是不正确或者不
合适的，他就不会在2014年4月27
日被封为圣人。

2014年教宗若望保禄二
世封圣

圣母在韩国
罗州流血泪

1994年11月24日 

圣母在韩
国罗州流
眼泪 

1985年6月30日 

1986年10月19日

2011年5月1日第四次
通告

光州金总主教发布了第四
个谴责罗州的公告 

罗州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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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996 

2007年12月

2010

2001年3月

1995年10月31日

2001年3月向宗座
述职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
主教们述职到访期间
问他们：“罗州的情
况怎么样了？”“我

将给办公室下达指示。”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主教们述
职期间说：“与其他亚洲国家
分享罗州奇妙的恩宠。”

1996年3月向宗座
述职

1992年11月24日 

圣 母 通 过 她
的 雕 像 渗 出
香油

在罗州堂区，出现第一次
圣体奇迹，圣体在茱莉亚
口中变成了可见的血与肉

1991年5月16日

在意大利展
览了教宗若
望保禄二世
见证的圣体
奇迹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
梵蒂冈的私人小圣堂
里，见证了在茱莉亚
身上发生的圣体奇迹

2007年12月向教
廷述职

2008年4月

在 述 职 期 间 ， I v a n 
Dias枢机要求崔总主
教接受罗州

2008年4月

2013

2008年4月24日，一封信理
部关于圣座对罗州立场的

公函“未确认属于超自然现象”

在 梵 蒂 冈 发 生
的 第 二 次 圣 体
奇 迹 。 这 次 奇
迹由Ivan Dias枢机向教宗
本笃十六世报告。教宗对
他说：“我支持罗州。”

2010年2月28日

2008年4月
Ivan Dias枢机说：
“由于在罗州发生的事情被认
为是私人启示，那些禁令不能
施加在罗州朝圣者身上。”

以教宗本笃十六世的
名义发的一份信函，
表明他支持茱莉亚的
立场。

2013年11月14日



我的生活充满了对我父亲的憎恨，为了
生活，我不得不一个人工作，由于他已
有10年的时间没有工作了。有一次，由
于我父亲生意破产，所有家人都面临坐
牢的危险。所以，我决定来罗州，面对
悬崖上将要跨出的最后一步，抓住最后
一根稻草。我看见罗州圣母流出眼泪，

我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在我定期来罗州朝圣的同
时，透过茱莉亚的受苦，我改掉了坏习惯。在那个时
期，我的生活完全转变了过来。然后我明白了，透过我
的父亲，罗州在召唤我。不是因为要恨我的父亲，而是
要感谢他，我才能来罗州。现在，我的家人过着一种新
的喜乐、爱和平安的生活。（2014年7月5日）

由于我推荐人们前往罗州朝圣，堂区神父

拒绝我领受圣体。结果他把我赶出了堂区

教堂。有许多罗州朝圣者不被允许领圣

体，不给办告解，一直承受着被赶出堂区

教堂的痛苦。到罗州朝圣有别于其他地方

的朝圣，从一个地方逛到另一个地方。我

认为到罗州朝圣是宣誓我的信仰，与通告中的错误以及许

多与天主教教会训导相悖的错误做抗争。因此，我将继续

到罗州朝圣，我们了解罗州真相的人，我想这是交给我们

的一项使命。（2014年7月5日）

我们是了解罗州真相的人，到罗州朝圣是赋予我们的一项使命

Bong Seop Yoon, 
保禄，首尔区
祈祷小组组长

Min Seon Lee, 
Angela仁川教

区

                   

在这个小国度里，我正在赐给你们征兆，韩国是我的最小的孩子，这些征兆是给整个教会的，协助我拯救这个

被黑暗笼罩的世界。（1997年7月13日圣母的信息）

 “ 对于40亿的亚洲人，罗州就是一个悔改和救恩的地方，
也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光！”

○ 电话 : +82-61-334-5003
○ 传真 : +82-61-332-3372
○ 网址 : www.najumary.or.kr  
○ 电子邮件 : marysnaju@najumary.or.kr

玛利亚救恩方舟修会

○ 参考 :  www.najumary.or.kr 

○ 罗州圣母堂地址 ： 
   12, Najucheon 2-gil, Naju City,  
     Jeonnam 58258, South Korea

-  教廷驻韩国大使Giovanni Bulaitis总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