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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的四項建議 
發掘信賴上主的泉源 

 

去年在柏林發表的《邁向新的團結共融》書信（“Towards a 

New Solidarity”，可在 La Morada 取得相關資訊，或瀏覽網址

www.taize.fr），將在未來三年繼續支持我們的探索。我們將在 2013

年致力尋求各種方法，以「發掘信賴上主的泉源」，而這個「四

項建議」將幫助我們繼續進一步的探求。 

艾樂思弟兄 

 

第一項建議 

一起談論我們的信仰旅程 

我們的生命有什麼意義？我們如何面對痛苦和死亡？我們

在哪裡找到那賦予生命的喜樂？ 

這是我們每個世代和每一個人，都應邀回答的問題。 

然而，答案不可能從現成的公式裡找到。 

「神是否存在……？」有關神的問題從沒有消失，但提

問的方式卻已完全改變。 

在這個以強調「個人」為中心的時代，這觀念有其積極的一

面：它增強人的價值、人的自由和自主。 

在宗教仍佔有重要地位的社會裡，對上主的信賴卻越來

越不顯而易見；它要求個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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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住於不可接近的光中，沒有人看見過，也不能看見的

上主」（弟前[提前]6:16）。保祿宗徒[使徒保羅]的一席話，

在今天仍有重大意義。我們可以從這些話得出什麼結論呢？ 

讓我們一起尋找，與其他信徒、不可知論者，或無神論

者一起談論這議題！信仰與懷疑的分界線，同時穿越很

多信徒和非信徒的心。 

當尋求上主的人在表達信仰時，不再那麼肯定的時候，

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比較不虔誠，他們反而真正意識到上

主的超越性；他們拒絕以概念來束縛上主。 

如果沒有人能看見上主，那麼，初期的基督徒怎會表示「我

們在耶穌身上看見上主」？保祿宗徒[使徒保羅]也寫道：「祂

是不可見的上主的肖像」（哥[西]1:15）。 

耶穌與上主是一體的，是真神和真人，沒有分隔或混合。

為了闡述這些有關上主奧秘的矛盾用語，在歷史過程中

出現很多爭鬥！然而，這些爭鬥並不會取代我們自身的

尋求；反而，它們是沿途的標誌。 

耶穌藉著祂整個人和所行的一切事，顯示出「上主是愛」。

祂啟示上主的心。上主不是恣意專橫的權勢，而是愛我們的

那一位。 

初期基督徒見證耶穌從死裡復活，見證祂在上主之內。祂來，

就是要把上主的生命，放置在祂所遇見的人的心裡，猶如寶

物一樣。那寶物就是祂個人親自的臨在；祂的名字是「聖神 

[聖靈]」；祂要來勸慰和鼓勵我們。 

「父」、「子」、「聖神[聖靈]」之名顯示上主是共融、關

係、對話、愛……三位是一體的。也因為基督信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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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偉大的矛盾，以致我們不能夠成為真理的主宰。 

第二項建議 

尋求與基督相遇的方法 

耶穌沒有教授一套理論；祂像我們一樣，過著凡人的生活。

唯一的分別是，在祂身上閃耀著上主的愛。 

即使在祂的一生裡，很多人不相信祂：「祂瘋了｣ （谷

[可]3:21），｢ 祂使自己與上主平等｣ （若[約]5:18）。 

沒有人被迫相信祂。相信不僅是一種感覺，這也是理性的行

為；這可能是經過周詳考慮之後，才決定要信仰基督。 

什麼使耶穌是可信的？為什麼在兩千年來，祂有那麼多跟隨

者？是否是因為祂的謙遜？祂沒有把任何東西強加在任何

人身上，祂只是走向眾人，告訴他們上主已臨近。 

祂信任那些被社會拒絕信任的人；祂恢復他們的尊嚴；

祂允許自己遭人鄙視和排斥，以致上主的愛不會拒給那

些窮人和被排斥的人。 

我們可以藉著閱讀福音，透過其記載基督的生平而與祂相遇。

今天，祂仍然向我們提問：「你們說我是誰？」（瑪[太]16:15）。

祂也告訴我們：在感恩祭中，祂把自己交付給我們。 

當我們的教會成為熱誠友愛的團體，我們便可在那些相信祂

的人的友愛團契中，與祂相遇。 

明年我們將尋求實際的方法，以實現在所有愛基督的人

之間，形成可見的共融。 

我們在貧苦的人身上與祂相遇。耶穌對他們懷有特別的愛。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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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瑪[太]25:40），我們將在 2015 年的聚會中，證

實基督的這句話是真確的。 

當我們看見那些依賴祂的見證人時，便可以與祂相遇。 

讓我們（不論是獨自一人，或與其他人一起）會見一位

因與基督相遇而改變生命的人，並與對方交談。 

或者，讓我們一起閱讀一位信仰見證人的生平，例如：

亞西西的方濟（Francis of Assisi）、柏姬達（Josephine 

Bakhita）、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德蘭修女

（Mother Teresa）、羅梅洛（Oscar Romero）、亞歷山大·

文（Alexander Men）及很多其他人。 

他們彼此各有不同的，每人擁有自身獨特的恩賜。我們不必

企圖抄襲他們，而是留心他們對基督的信賴，是如何改變了

他們。 

他們也有過失。即使有些人經驗過內心的黑夜，但是，

他們都在祈禱中向上主說話。與基督的友誼使他們自由，

並藉此發揮他們身上最好的一面。 

 

第三項建議 

尋找倚靠上主的方法 

相信上主，信賴上主，意思就是倚靠上主。懷有信仰並不意

味著能夠解釋一切，或可以輕鬆自在地生活，懷有信仰是找

到堅定和起始點。 

這不意味著要依靠我們的成敗，而最終依靠我們自己，

而是靠著那愛我們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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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能夠活著而完全不仰賴任何事物，因此，在這意義上，

每個人都相信某些東西。就像耶穌所做的一樣，也因為耶穌

所做的，祂邀請我們倚靠上主；祂教導我們祈求「我們在天

之父」。 

靜默的崇拜培養反省和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把

我們置於上主的奧秘前，並在這奧祕之內。 

發展「安息」的時刻。每星期騰出幾個小時，讓自己停

下來，不做任何事，把我們的時間奉獻給鄰近的聖堂，

與其他人一起祈禱，每星期偕同地方教會紀念基督的死

亡復活……這讓上主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位置。 

每個人都有一個內在生命，在此，交織著光明與黑暗、喜樂

與恐懼、信任與懷疑。令人驚訝的突破，也可以在那裡發生。 

當我們知道我們是被愛的，或當我們愛的時候；當我們

經驗友誼的關係，或當創造之美、人的創意觸動我們的

時候，這將使我們發現生命確實是美麗的。這時刻是我

們意想不到的；即使在痛苦的日子裡，這些時刻也可能

出現，猶如來自別處的光一樣。 

在這些時刻，我們可以單純地看到聖神[聖靈]臨在我們的生

命中。 

在這個世代，當我們經歷破裂的關係，或生命出現出乎

意料之轉變的時候，我們與基督的關係便可以提供延續

性和意義。 

信仰並不使我們內心的矛盾消失，但是，聖神[聖靈]使我們

過著喜樂與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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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建議 

無懼地向未來和向別人開放 

信仰並不會使我們故步自封。信賴基督使我們樂於相信未來、

相信別人。信仰鼓勵我們勇敢面對這時代的問題，以及自己

生活的問題。 

信仰就像錨一樣，讓我們穩固地與上主的未來、與復活

的基督連在一起，彼此緊密相繫。福音不容許我們對死

後生命進行任何猜測，但它却傳達給我們一個希望：我

們將看到基督，祂已經是我們的生命。 

信仰引導我們不再害怕未來或別人。 

來自信仰的信心並不是天真幼稚的。它也意識到那存在

於人類，甚至存在於我們心靈中的惡。但是，它沒有忘

記「基督是為了眾人而來」。 

對上主的信賴，讓我們內心產生新的方法來看待別人、世界

和未來，包括感恩、希望，以及對美的關注。 

對上主的信賴使我們自由，並富有創意。 

因此，我們可以與第四世紀的聖額我略（Saint Gregory）一

起詠唱：「祢，超越一切萬物，什麼意念能抓住祢呢？萬物

都在頌揚慶祝祢，所有的渴望都在尋求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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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在人間朝聖之旅：從基加利到羅馬 

 

「信心在人間朝聖旅程」的其中一站，於 11 月 14

至 18 日在盧旺達的基加利（Kigali, Rwanda）舉行。這

是繼南非的約翰尼斯堡（1995 年）及肯雅的奈羅比（2008

年）之後，第三次在非洲聚會。參加者來自盧旺達各地，

來自東非的大湖地區及以外的地方，共有來自三十五國

家，超過八千五百名青年，並被四千個家庭所接待。 

我和兩位弟兄從基加利到北基伍的戈馬（Goma, North 

Kivu）；因為多次動亂，導致數以萬計流離失所的家庭

湧到該區。 

 

盧旺達經歷了一段極度痛苦的時期，一切仍然記憶

猶新，創傷也依舊。但是，國家正在重新振作。我們欽

佩那些帶來憐憫和治癒的人，例如：他們照顧孤兒，視

如己出。 

我們從盧旺達帶回來的，首先是呼籲修和。教會希

望促成深度的修和；不是一種被迫的共存，而是心靈的

和好。這是對我們眾人的呼籲：我們如何使那些看來是、

也或許是互相排斥的雙方修好？因為基督來，就是要使

那些看似永遠對立的雙方，能夠彼此和好，所以我們不

是注定要勉強接受，也並不是非要順從現狀。 

戈馬處於特殊的情況，縱使當地面對極大困境，且



8 

 

常是徹底的貧窮，但是，我們仍然遇到締造和平的人，

以及愛的見證人。由於他們的信仰，即使身處於混亂、

恐懼和遺棄當中，卻仍然能夠站立得穩。所以，在我們

眼前所看到的，還是保有教會的形象；即使沒有其他架

構在運作，它依然是歡迎眾人的地方。  

非洲的年輕基督徒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動力是

福音的鼓勵，它使人在盼望中堅定不移。 

 

在羅馬舉行的歐洲聚會，給予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

青年一個機會，一起反省信仰的泉源，在宏偉的羅馬大

殿祈禱、前往宗徒[使徒]的墓穴和地下墓穴朝聖，並發

現當地教會兩千多年以來的傳統。在聚會的第二天，有

45,000 名青年分屬東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雲集在

聖伯多祿廣場，與教宗本篤十六世共同祈禱，一個簡單

的共禱、詠唱泰澤詩歌、恭讀上主的聖言，加上長時間

的靜默。然後，在皎潔的滿月剛升起時，見到整個廣場

燃起成千上萬枝蠟燭，每人手持著它，作為復活的標誌，

而青年人最後以聆聽教宗的談話作為結束。 

 

如果我們在 2012 年特別關注非洲的青年，那麼，在

2013 年，我們將聆聽亞洲青年的聲音：今年 10 月至 11

月，有幾位弟兄將在一些國家朝聖，包括韓國首爾，印

度的瓦塞（Vasai）和孟買。而我們也會前去那些渴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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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正義和自由的國家，去表達團結共融。 

 

我們將在 2013 年伊始之際，同一百名青年前往伊斯

坦堡，與宗主教巴爾多祿茂（Bartholomew），以及當地

不同教會的基督徒慶祝主顯節。祂們來自 25 個國家和

許多宗派，重要的是：我們發現所有人都有根生發於此，

我們的信仰在那裡制定了「信經」；某些教會教父在那

裡開啟了基督教信仰，他們原本是不知道「聖經」存在

的文化。然而，今天在伊斯坦堡的基督徒是少數，他們

身處在基督宗教成為邊緣宗教的社會中，他們是主顯之

光的一個標誌，從伯利恆卑微的洞穴，向整個創造界和

世界閃耀其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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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歐洲青年聚會 
2012 年 12月 29日於聖伯多祿廣場的祈禱 

 

艾樂思弟兄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問候致言 

 

至聖聖父*， 

對於「信心在人間朝聖之旅」來說，今天是具有

里程碑意義的日子。我們來自歐洲的不同國家，還有

的來自各大洲，同時也來自不同的宗派。那將我們團

結在一起的，比將我們彼此分離的更強而有力：同一

個洗禮、同樣上主的聖言使我們合一。今晚，我們來

到這裡，並圍繞在您的身邊，慶祝我們的合一。這是

一份真實的合一，即使這合一還沒有完全達致。當我

們共同轉向基督的時候，這份合一就不斷在我們裡面

根深蒂固。 

羅哲弟兄爲我們的團體留下來一份寶貴的「遺

產」：他特別切願把福音傳揚給青年人。他深深意識

到，基督徒彼此間的分裂與紛爭，是傳遞信仰的阻礙。

他開闢了修和的途徑，這是條我們尚未探索完畢的途

徑。許多人受到他的見證所激勵，願意以他們的生活

去預嘗修和，生活得像是已經修和的人一樣。 

已經修和的基督徒，能夠成爲和平與共融的見證

者，在人類中成爲締結新的團結共融的人。 
                                                 
* 對於天主教教宗的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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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行動的基礎，是尋求與上主建立個人的關係。

祈禱的合一運動並不鼓勵輕易的容忍，而是提倡彼此

認真地聆聽，以及真摯地對話。 

今天我們在這裡祈禱，不能忘記在羅哲弟兄慘死

前，他寫給您〈至聖聖父〉的信中提到：我們的團體

願意同您走上共融的道路。我們也不能忘記在他去世

後，您對我們的支援是如此珍貴，勉勵我們繼續向前

行。請允許我再次向您本人和您的聖職表示衷心的敬

意。 

最後，我想把眾多非洲青年對希望的見證帶給您。

一個月前，我們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與他們相聚。他

們來自 35 個不同的國家，一同參與修和與和平的朝

聖之旅，其中包括剛果、北基伍的青年。這些青年基

督徒的深厚活力，是教會未來的希望。 

這些非洲的青年期待我們可以帶回象徵盼望的

高粱種子，好使它們可以在歐洲生根發芽。聖父，我

可否被准許，將這小小的傳統盧旺達籃子（稱為

agaseke），一及一些從非洲帶回來的希望種子，一起

奉獻給您？或許可以種在梵蒂岡的花園裡，讓它們在

那裡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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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篤十六世在歐洲青年聚會的談話 

 

謝謝！艾樂思弟兄，感謝你這溫馨又充滿溫情的

問候。親愛的青年們，親愛的信心朝聖者，歡迎你們

來到羅馬！ 

你們來自全歐洲和其它大洲，來到聖宗徒伯多祿

[使徒彼得]和聖宗徒保祿[使徒保羅]的墓前祈禱。事

實上，在這座城市，他們爲了基督流灑鮮血。激勵兩

位偉大基督之宗徒的信德[信心]，也同樣勉勵你們踏

上今日的旅程。在即將開始的新的一年，你們致力發

掘這個信心的泉源，爲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對上主的

信賴。我很高興看到你們這樣做，這體現了自去年十

月份開始的「信德年」的目標。 

這是你們第四次在羅馬舉行歐洲青年聚會。趁此

機會，我想引用第三次在羅馬聚會時，前任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對青年的談話：「教宗深深地感受到，我和

你們每位走在『信心在人間朝聖之旅』的人，我們是

彼此交織在一起的……我也是因著基督之名，而被召

叫[呼召]成為信心的朝聖者。」 

七十多年前，羅哲弟兄建立泰澤團體。來自世界

各地成千上萬的青年人，不斷地前往泰澤，在那尋找

生命的意義。弟兄們也歡迎青年人與他們一同祈禱，

並提供青年人機會，去經驗與上主間的個人關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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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協助青年人走向基督，這也正是羅哲弟兄開始「信

心在人間朝聖之旅」的初衷。 

這位永不疲倦的和平與修和的福音見證者，被具

聖德的合一運動的熱火所推動，羅哲弟兄鼓勵所有經

過泰澤的人，都能成爲共融的探索者。我們必須在內

心的深處，傾聽他活出屬靈的合一運動的聲音，讓我

們被他的見證所引領，使我們朝向真正內蘊和屬靈的

合一運動。跟隨他的腳蹤，願你們所有人都能肩負這

合一的訊息。我向你們保證天主教教會這不可撤回的

承諾，即繼續尋求修和的途徑，以實現基督徒之間可

見的合一。今晚，特別向你們當中的東正教和基督新

教的朋友們，表示我衷心的敬意。 

今天，基督向你們提出一個問題，這問題也曾經

向祂的門徒提出過：「你們說我是誰？」此時我們聚

集在伯多祿[彼得]的墓前回答說：「你是默西亞[基督]，

永生上主之子。」（瑪[太]16：15-16）祂用自己全部

的生命，具體地回答這個問題。基督願意接受我們那

份來自我們內心深處自由的回應，而不是在強制與畏

懼中回應。回答這個問題，你們的生命將會找到最強

的意義。剛才聽到的若望[約翰]書信，幫助我們明白

如何用最樸實的方法回答：「我們信祂的聖子耶穌基

督的名字，並彼此相愛。」（若一[約一] 3：23）相信

祂，並彼此相愛，還有什麼可以比這更令人興奮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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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什麼可以比這更美的嗎？ 

在羅馬的這幾天，讓這個對基督說的「是」，能

夠在你們的心中萌芽，可以利用一段長時間的靜默，

這也是你們團體祈禱的一部分，在聆聽上主聖言之後

的靜默。伯多祿後書[彼得後書]曾經寫道：你們當十

分留神這話語，就如留神「在暗中發光的燈」，「直到

天亮，晨星在你們的心中昇起的時候」（1：19 ）。「留

神在暗中發光的燈」，更應注意後面繼續說：「直到天

亮，晨星在你們的心中升起的時候。」你們必須意識

到：「晨星必須每日在你們的心中升起，是因爲並不

是每天都在那裡見到。」有時在你們心中無辜的罪惡

和苦難，會製造疑問和困惑。對基督說聲「是」可以

變得困難。但這些疑惑不會使你們成爲非信徒！在福

音中，耶穌並沒有回絕男子的呼喊：「我信！請你補

助我的無信罷！」（谷[可]9：24） 

在這場戰役中，爲了使你們不會喪失信仰，上主

並沒有使我們孤立無援。祂給予我們教會共融的所有

喜樂與安慰。 

在你們逗留羅馬的期間，感謝那些盛情款待你們

的堂區和修會團體，讓你們可以有全新的體驗去經歷

教會。當你們回到家中，回到不同的國家，我邀請你

們去發現：上主透過各種的召叫[呼召]，使你們成為

祂教會的共同負責人。基督身體的共融需要你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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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她裡面都會找到自己的位置。從你們不同的天賦

和每人所具有的特質，聖神[聖靈]型塑、並將生命的

氣息吹進這共融的奧秘中，這就是教會，這是爲了向

當今世界傳佈福音的喜訊。 

連同靜默，歌詠在你們日常祈禱中佔有很重要的

地位。在這些時日，泰澤的讚美歌詠迴蕩在羅馬的大

殿中。 歌唱是一個激勵，以及是種無與倫比的祈禱

方式。當我們向基督詠唱時，你們便向祂希望的奧秘

敞開。不要怕在黎明之前舉心讚美上主，你們將不會

感到失望的。 

親愛的青年朋友們，基督並沒有把你們抽離世界。

祂將你們派遣到那些暗淡無光的地方，以致於你可以

將祂的光帶給別人。你們被召叫[呼召]去做身邊的人

的微小亮光。因為你們關注地球上的財物的公平分配；

因為你們委身奉獻於公義、人類的新團結共融，所以，

你們將幫助周圍的人更加瞭解：福音將如何引領我們

去到上主那裡，同時也引領我們去到他人那裡。因此，

因著你們的信德[信仰]，你們將對於「在人間發掘信

賴的泉源」有所貢獻。 

願你們充盈著希望！願上主降福你們、你們的家

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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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聚會所收到的賀電 

請參閱 http://www.taize.fr  

 

迴響與見證 

為了與其他人分享個人的聚會經驗，或繼續反省

新的團結共融，可以寫信至： echoes@taize.fr 

 

第 36 屆歐洲聚會於法國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2013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 月 1 日，歐洲聚

會將在兩國的邊界舉行，斯特拉斯堡象徵歐洲的修和，

而這是個開放且團結

共融的歐洲。我們將

在法國的阿爾薩斯市

（Alsace），和德國的

巴登市（Baden）受到

歡迎款待。 

 

 

2015 年 8 月： 

在泰澤舉行新團結共融的聚會 

泰澤團體成立七十五周年 

羅哲弟兄誕生一百周年 

 

http://www.taize.fr/
mailto:echoes@taiz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