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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新的團結共融 
 

這三年半以來，我們透過《信心在人間

朝聖之旅》尋找一些途徑，將信中新的

團結共融的各主題，能夠付諸實踐。 

新的團結共融能聚集所有和平的朝聖者、

真理的朝聖者，不論他們是否是信徒。 

三年半的時間，足以使各大洲的年輕人

發揮他們的力量，匯聚他們的渴望、直

覺和經驗。 

 

2012年：在人類中間，開闢信心的途徑。 

2013年：在上主內，發現信心的活泉。 

2014年：在所有愛基督的人中間，尋找

可見的共融。 

2015年：成為「地上的鹽」。 

此外，將概括這些探索，獲得新的動力。 

 

在2015 年8 月： 
在泰澤， 
我們將為新的團結共融而聚會。 
泰澤團體成立七十五周年； 

羅哲弟兄誕生一百周年。 

為了使更多青年人的聲音能被傾聽，各

大洲正舉行各項籌備聚會。
------------------------------- 

為了使新的團結共融，可以在人類的

各層面充分發展（包括在家庭、社區、

市鎮和鄉村，在國與國之間，和各大洲

之間），我們必須有勇敢的決定。1 

意識到那些重壓著人類和地球的危

險和痛苦，我們不願意再任憑自己感到

恐懼或聽天由命。2  

                                                           
1 人類的團結共融一直都是必要的，但需要透
過新的表達方法，加以更新並恢復活力。今天，
或許在歷史中是前所未有的，年輕一代預備在
各大洲、在每個國家裡，公平分享大地資源，
平等分配財富，這是非常迫切的。 
2 邁向新的團結的推動力，是可能存在的。它
由一個信念所激發，相信世界的歷史並非預先
注定。讓我們回想幾個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後，少數政治領袖抱著一絲希望，對彼此的
修和深信不疑，並開始勇敢建立一個團結的歐
洲；一九八六年，菲律賓的和平革命帶來深遠
的轉變；在波蘭，龐大的民間運動（「團結工
會」運動）以非暴力的方式，為好幾個歐洲國
家預備通往自由的道路；一九八九年，柏林圍

然而，人類的美好希望卻仍有破滅

的危險。經濟困難越來越沉重，社會上

有時令人措手無策的複雜狀況，以及面

對自然災禍的無能為力，這一切都企圖

扼殺希望的嫰芽。3 

為要創造新形式的團結共融，難道這

不是更努力發現信心活泉的時候嗎？ 

                                                                                                  
牆倒下，在事情未發生以前，仍然是不可思議
的；同時，拉丁美洲諸國亦開始踏上民主之路，
開始夢寐以求的經濟發展，希望窮人可以同時
藉此受惠；南非結束了種族隔離政策，曼德拉
（Nelson Mandela）伸手帶領人們盼望修和；
最近，在北愛爾蘭和巴斯克等地區，我們目睹
政治暴力的結束。 
3 世界經濟的動盪，為我們造成各項問題。政
治權力的版圖正在改變；不平等的現象正在增
加。今天已向我們證明，昨天的安全感不再適
切。然而，這是否讓我們反省：什麼是我們生
活抉擇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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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沒有社會能夠在沒有信心的

情況下生存。 

當信任被人辜負，其創傷會留下深刻

的痕跡。 

信任並非盲目輕信；它不是隨口說出

來的話。信任是抉擇的結果，是內心掙

扎的成果。我們每天被召喚再次踏上

「從憂慮走向信任」的道路。 

 

人類之間的信任 

開闢信任的途徑，是在回應一項迫切

的需要：雖然通訊變得越來越容易，但

我們人類社會仍是四分五裂。 

圍牆不僅存在於各民族之間、各大洲

之間，也在我們身邊，甚至在人的心裡。

想一想不同國籍間的成見；想一想移民，

他們是那麼近，又是那麼遠。各宗教仍

舊互不認識，而基督徒本身也分裂成很

多宗派。 

世界和平就從我們的心開始。 

為了開始團結共融，我們需要走向他

人；有時候雙手空空，聆聽、嘗試瞭解

一個與我們想法並不相似的人……這樣，

僵局就可以改變。 

力圖關心最弱小的人，關心找不到工

作的人……我們對最貧窮者的關心，可

以透過參與社會而表達出來。在更深入

的層次上，這是一種向萬物開放的態度：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近人[鄰舍]，也就

是那些需要我們的窮人。4 

面對貧窮和不公義，有人最後訴諸反

叛，甚至引起漫無目的的暴力。暴力不

可能是改變社會的方法。5但是，我們需

                                                           
4 貧窮不只關乎物質生活。貧窮也可是缺少朋
友，找不到生命意義，未能接觸詩詞、音樂、
藝術等一切使我們向創造之美開放的資源。 
5 一九八九年在東德，柏林圍牆倒塌的前夕，
街頭示威的主辦者要求每人手持蠟燭：一隻手
拿著蠟燭，另一隻手擋住風吹，所以沒有手作
暴力行為。 

要聆聽那些表達憤慨的青年，好能理解

他們感到憤慨的主要原因。6 

新的團結共融的推動力，是由根深蒂

固的信念所孕育而成：其中的一個信念，

就是對分享的需要。7 既然分享是如此的

迫切需要，這就能夠聚集不同宗教的人，

也包括信徒和非信徒。 

 

信賴上主 

人類之間的團結共融，可以找到一個

關係到上主的穩固基礎，但對上主的信

賴卻往往受到質疑。很多信徒在工作或

讀書的地方，有時在家庭中，都有這些

負面經驗。 

很多人不相信有一位親自愛他們的上

主；也有很多人坦誠地提出這個問題：

我怎樣知道自己有信德呢？ 

今天，信仰看似是一種冒險，即信賴

的冒險。 

信仰最首先、最重要的，並不是擁護

各項真理；信仰是與上主的關係；8信仰

呼喚我們轉向上主的光明。 

                                                           
6 參與馬德里「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
的青年寫信給我：「如果情況沒有改善，任何
事情都可能發生。很多人失業；他們正在失去
居所和基本人權。有很多人為此感到困窘和憤
怒，因為不公平的法律、經濟和社會制度，虛
假的民主政制，當局沒有保證憲法中列明有關
房屋、身心健全等公民權利……你問：『泰澤
可以為我們做什麼？』我們的答案是：『你們
繼續做你們正在做的事情，指示我們如何保持
內心的平安。我們需要你們的祈禱，以及你們
向我們所表現的友愛。你們也可以幫忙分享這
訊息，給其他與我們有同樣憂慮的青年。』」 
7 例如，了解西方國家並不只是呼籲給予非洲
人道援助，他們也是為了確保非洲的公義。對
海地等其他國家來說也一樣；海地人民擁有尊
嚴和真誠的信仰，但卻是史上遭受最多粗暴對
待和羞辱的民族。 
8 教宗本篤十六世多次強調：人與上主的關係
是信仰的基礎。例如，他寫道：「成為基督徒，
不是由於一項倫理選擇，或者一種崇高的理念，
而是遇到一個事件，遇到另一位，遇到一個能
賦予生命嶄新的視野，以及決斷性方向的事
件。」（本篤十六世，《天主是愛》導言，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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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主的信賴並不導致奴性，或壓抑

個人的自我實現，9 反而在上主內的信德

[信仰]，使我們自由、使我們沒有恐懼，

自由地過一個服事別人的生活，就是服

事那些上主交託給我們的人。10 

對上主的信賴越增長，我們的心靈就

越寬大，包容世界各地、分屬各種文化

的人。我們的心靈也能夠容納各種減輕

痛苦、並促使社會進步的科學和技術。 

上主猶如太陽那樣光輝奪目，使我們

不能注視。但是，耶穌顯露上主的光明。

整部聖經引導我們信賴，是絕對超越的

上主進入我們人類的現實，並以可理解

的語言向我們說話。 

基督信仰如何與眾不同？那就是耶穌，

以及與祂之間活生生的關係，而我們對

這關係的認知，也將永無止境。 

 

共融的基督 

我們都是朝聖者、尋求真理的人。相

信基督不表示佔有真理，而是讓祂（祂

就是真理）握住我們，並邁向圓滿的啟

示。 

那總是歷久常新的、使人驚訝的，就

是耶穌透過簡樸的生命，傳達上主的光

輝。上主的生命使祂更加人性。11藉著人

                                                           
9 我們的信仰需要不斷淨化，滌除各種投射和
恐懼，有時是透過內心掙扎於懷疑與信賴之間。
這是為什麼今天很多青年不僅限於參照教會傳
統；對他們來說，若要推動信仰的信心，個人
的參與和信念，都不可或缺。 
10 保祿宗徒[使徒保羅]說，「我原是自由的，
不屬於任何人；但我卻使自己成了眾人的奴僕，
為贏得更多的人」（格前[林前]9:19）馬丁路
德註釋時，寫道：「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眾人
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轄。基督徒是全然順服的
眾人之僕，受任何人管轄。」（馬丁路德，
《基督徒的自由》） 
11 耶穌不是偉大的苦修者，祂屢行奇蹟，尤其
是治病。可是，在決定性的時刻，祂可以證明
自己是上主派遣的那一位，但在十字架上，上
主卻選擇沉默，這是所有受苦者都知道的沉默，
但這也是祂要分享的沉默。門徒們很難明白：
耶穌竟然是一位可憐的默西亞[彌賽亞]。他們

類生活的簡樸，圓滿地表達自己。上主

更新在人類中間的信心；祂使我們能夠

相信人。由那一刻開始，我們不再對世

界或自己失去信心。 

耶穌接受橫死，卻沒有以暴易暴；祂

把上主的愛帶到只有仇恨的地方。12在十

字架上，祂拒絕宿命和消極被動。祂愛

到底，而且，儘管痛苦是荒謬又不可理

解，但祂仍繼續信賴上主比惡更大，且

死亡沒有得勝。相反地，祂在十字架上

的痛苦成為無限愛情的標記。13 

上主使祂從死裡復活。基督不是只屬

於過去；在每一個新的一天，祂都為了

我們而在這裡。祂派遣聖神[聖靈]，使我

們能夠以上主的生命而活。 

我們信仰的中心是復活的基督；祂就

在我們中間，與每一個人建立愛的關係。

將眼目轉向祂，這喚醒我們對自己的存

在感到驚嘆，並更深入認識我們的存在。 

當我們在祈禱中注視祂的光明，這光

明便會漸漸在我們之內照耀。基督的奧

秘成為我們生命的奧秘。我們內心的矛

盾和恐懼或許不會消失，但是，藉著聖

神[聖靈]，基督完全進入我們的憂慮，以

致黑暗被照亮。14 

祈禱引導我們同時朝向上主，也朝向

世界。 

                                                                                                  
可能希望耶穌改變當時的社會或政治狀況；但
他們不知道，祂來，主要是為了拔除惡的根源。 
12 「他受辱罵，卻不還罵；他受虐待，卻不報
復，只將自己交給那照正義行審判的上主。」
（伯前[彼前]2:23） 
13 面對無辜者要忍受難以理解的痛苦，我們往
往感到不知所措。而這個問題、在整個人類歷
史中迴響的呼喊，卻觸動我們的心靈：上主在
哪裡？我們沒有現成的答案，但我們能夠把自
己交託給基督，因為祂已征服死亡，並且與我
們一同受苦。 
14 祈禱是默觀上主的光明，是一種聆聽。透過
聖經，我們明白：上主是對我們說話、有時向
我們提問的那一位。對我們而言，基督有時是
期待被愛的可憐人，祂告訴我們：「看，我立
在門口敲門。」（默[啓]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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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瑪達肋納[抹大拉的馬利亞]在

復活的清晨看到活著的基督，我們蒙召

與人分享這個喜訊，就像她一樣。15 

教會的呼召，是聚集世界各語言、各

民族的男男女女進入基督的平安。教會

是福音真理的標記；教會是基督的奧體

[身體]，由聖神[聖靈]賦予生命，她使

「共融的基督」臨在。16 

「當教會孜孜不倦地聆聽、17 治癒以

及修和，她就成了最光明的事（愛、憐

憫、安慰的共融），是復活基督澄明的

記號。教會從不是疏離的，也從不處於

防衛的狀態，她避免各種形式的苛刻，

但教會能夠讓謙遜的信賴，直接照射到

我們的心靈。」18 

 

力求做「地上的鹽」 

共融基督的到來，不是要使基督徒分

開，組成一個孤立的團體；祂派遣他們

服事人類，作信心與平安的酵母。19基督

徒之間可見的共融，本身並不是目的，

而是在人類當中的標記：「你們是地上

的鹽。」20 

基督藉著十字架和復活，在人類中間

建立新的團結共融。在祂裡面，人類四

                                                           
15 參閱：若[約]20:11-18。 
16 「共融的基督」是羅哲弟兄的表達。這來自
年僅21歲的柏林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基督以一個群體存在人世
中」，「藉著基督，人類真正融入上主內的共
融。」（Bonhoeffer, 《聖徒相通》） 
17 在教會的各處，聆聽的職份可以由願意獻身
於此的男女所實行。有些平信徒能夠承擔這聆
聽的職份，這也能補足神職人員的職份。 
18 羅哲弟兄，《心靈平安之源》。 

19 雖然這服事是要採取相反的策略，以不同於
所有泯滅人性之社會的事；但這服事也試圖超
越這一切，並與世界上不同文化，或歷史中不
同的文化，進行有建設性又互相尊重的對話。
「酵母不會顯示力量，直至它靠近麵團，而且
不僅接近，而是與麵團混合，直至它不能與麵
團分別開來。」（聖金口若望，《瑪竇福音講
道》46） 
20 瑪竇福音[馬太福音]5:13。 

分五裂、互相對立的情況得以克勝；在

祂裡面，眾人成為一家人。21與上主修和，

這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修和。22 

但是，如果鹽失了味……我們必須承

認，我們基督徒常常使基督的這個訊息

模糊不清。尤其是，假如我們仍在分裂，

我們怎能傳播和平？ 

在歷史的這一刻，我們要使這愛與和

平的訊息恢復生氣。我們是否願意竭盡

所能使這訊息不再被誤解，使它能以原

始單純的方法發光發亮？ 

我們可否在沒有任何強迫的情況下，

與那些尚未分享我們的信仰、卻全心尋

求真理的人一起踏上旅途？23 

在我們尋求創造新的團結共融，並開

闢信心途徑的同時，總會遇到、也將會

遇到考驗。有時候，這些考驗似乎使我

們不知所措。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做？

面對個人考驗，面對別人經歷的考驗，

我們的回應不就是愛得更多嗎？ 

 

艾樂思弟兄 

 

 

                                                           
21 基督說：「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便要吸
引眾人來歸向我」（若[約]12:32）。「不再
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
人」（迦[加]3:28）。 
22 參閱：弗2:14-18。基督消滅那分隔上主子
民和其他人之間的圍牆，使眾人都可以靠近上
主。團結共融不可局限於一個家庭、或一個民
族，它超越一切本位主義。 
23 例如，可以藉著分享這些問題：我的生命意
義是什麼？什麼是我們的生命的指示？我的生
命和什麼目標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