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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在人间朝圣之旅 

于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与奥特瑙 

 

2013 年，在斯特拉斯堡的聚会前，正如我们所计划

的，我们特别去聆听亚洲青年的声音。在朝向 2015 年新

的团结共融」之旅程中，这使我们更加向前一步。 

多年来，亚洲的青年一直前来泰泽，「信心在人间朝

圣之旅」招聚青年在不同的亚洲国家聚会。我们团体中的

一些修士在孟加拉国和南韩生活；其他修士亦定期探访亚

洲。 

于十月及十一月，我们团体中的几位修士前往缅甸、

中国、南北韩和印度。借着这些探访，我想表达我们渴望

更深了解当地的境况，并表达我们与那些因基督的缘故而

致力正义和平的人士。我们带了些问题回来，这能帮助每

个人反省自己和他/她所居住的处境。 

   

艾乐思弟兄 

 

 

 

 

 

 

斯特拉斯堡聚会所收到的贺电      
教会领袖及国际组织的首长写贺词给欧洲聚会的参加

者。这些贺电见于以下的网址：http://www.taize.f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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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亚洲的青年 
 

 

在缅甸，人们对推动迈向民主的运动寄予厚望。有些

基督徒为了准备国家的前途而参与「民主教育」。其中一

位青年说：「我们需要发展和教育。」另一位回答：「我

们最需要的，就是仁慈。」族群多元是这个美丽国家的财

产。虽然不断努力寻找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有些族群

和团体正在经历难以克服的冲突。当地的天然资源丰富，

但人民并没有因此受惠。 

 

向所有人提出的问题：可以做什么加强我

们国家的民主制度？ 

 

 

 

在中国，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祈祷，聚集了一百五十名

青年。其中一个人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经济发展只是

现实的表面。事实上，人们的内心是空虚的，缺乏方向和

意义。」 

 

向所有人提出的问题：在物质丰盛的背

后，什么东西赋予我生命意义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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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位修士和我从那里飞往北韩。在那里，冷战 

危险地持续着。南北韩的分裂对双方无数的人民来说， 

仍是深深的创伤。 

我们与北韩的联系可追溯至 1997 年，适值一次可怕

的饥荒导到多人死亡。当时，罗哲弟兄主动运送一千吨食

物前往当地。然后，透过「希望工程」（Operation 

Hope），我们开始资助医院。我们在欧洲培训北韩的医

生。有一位修士曾数度探访该国，开始与当地的人民建立

起难能可贵的接触。 

今天仍有很多需要。北韩是极端孤立的国家。在平

壤，我们得到北韩红十字会代表的接待。我告诉他们：

「泰泽并不是非政府组织，而是信仰团体。除了物质援助

之外，我们在意与个人的相遇。」我们坚持上教会，即使

它们在平日是关闭的。在平壤唯一的天主教堂，有一位教

友领袖接待我们（那里没有神父），在一间基督新教的教

会有牧师迎接我们（当地有两间新教教会），而在俄罗斯

东正教会则有一位神父欢迎我们（教堂有两位神父）。我

们在那些教堂静默祈祷。静默开始带来强而有力的意义。

我们到这国家首先是为了分享静默吗？ 

 

 

向所有人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孤立的状况，可

借着探访而得以缓减（不管是远在千里或近在

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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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韩釜山，我们参与「普世基督教协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大会。来自不同宗派的基

督徒，经验彼此深入分享的美好时光，但这仍无法消除我

内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依然分开？ 

 

向所有人提出的问题：在我的国家，是否可能

建立更多的连结关系，这不仅在悠久历史之教

会的基督徒之间，也与归属于新的教会的基督

徒连结，例如福音派、五旬节教会等？ 

 

 

朝圣之旅的最后一站是印度。我们首先到瓦赛

（Vasai），这市镇位于孟买附近的岛上，在那里有五千 

五百名青年聚会。在前往举行聚会的地点，我们需要步 

行最后的一段路。令人惊喜的是，在途中见到一个印度 

教的家庭，他们在屋前写了「欢迎」的字句。一位基督 

徒青年告诉我：「在宗教节庆时，我们透过分享食物、 

相互帮忙工作，以显示我们彼此尊重。」岛上很多居民 

是渔民。他们乘着小船出海一星期或十天，每当他们要 

出海前，都怀疑是否能平安回家，去年便有一艘船没有回

来。他们（不论是基督徒或印度教徒）在出发前，会 

到教堂领受祝福。 

 

向所有人提出的问题：我可以如何表达对其他

宗教之信徒的尊重，从而显示出：宗教是和平

的酵，而非暴力的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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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买，青年准备一场户外祈祷，聚集了三千人参

与。格拉齐斯（Oswald Gracias）总主教告诉我们，他们

的城市人口接近一千九百万人，可是，尽管发展迅速，但

一半的人仍过着极度贫苦的生活。在孟买最大的贫民窟

Dharavi，神父热诚欢迎我们。青年带领我们探访多个家

庭。即使人们的生活仅能糊口，他们仍寻找各种生存的方

法。基督徒组织小团体，好能一起祈祷和互相支持。这是

那么有创意的行动！青年自发聚集一起祈祷，这个城市的

未来会是怎样呢？它正急速发展；有时候，交通瘫痪人的

生活；都市规划无法成功地解决问题。 

 

向所有人提出的问题：在我自己的城市或地

区，我是否认识一些人或倡议者，他们正在努

力促进更美好的生活？我能否支持他们？ 

 

 

在这些彼此相当不同的亚洲国家之中，基督徒往往是

少数，但他们仍希望成为「地上的盐」。有时候，他们以

非常隐密的方式为他们居住的社会带来希望。在感受到与

他们深刻的合一之后，我们想与所有爱基督的人一起庆

祝，并深化他们之间的共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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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我们将特别关注美洲的青年。在四月及

五月，将会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达拉斯和休斯顿市）

举行聚会，五月初在墨西哥举行聚会。在十月，将会在多

米尼加共和国举行聚会，随后前往海地及其他加勒比海群

岛进行朝圣之旅。 

 

 

＊＊＊＊＊ 

 

 

 

《迈向新的团结共融》书信将继续作为共同旅

程的基础，以引领我们透过不同的阶段迈向 2015

年（参阅以下 2015 年的计划）。它使我们在来年

「在所有爱基督的人当中，寻求可见的共融」。为

寻求这样的共融，提出以下四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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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四项建议 
 

在所有爱基督的人当中 

寻求可见的共融 

 

基督将祂的友爱及至所有人，毫不拒绝任何人。在世

界各地，爱基督的人追寻祂的足迹，建立一个庞大的友爱

团体，这称为共融。因此，他们致力治愈人类的创伤：他

们不愿意勉强任何人，却促进一种团结共融的全球化，不

排斥任何民族、任何一个人。 

每个人当如何参与其中？ 

 

 

第一项建议 

参加本地的祈祷团体 

 

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

我的门徒。（若[约]13:34） 

 

在某些情况，例如国际会议，这友爱的团体变得可 

见。但是，这些盛事偶尔才举行。在每个地方，即使是非 

常贫苦的地方，都可找到这大团体的一部份。不可能全靠 

自己的力量活出信仰。当我们经验共融，当我们发现基督 

是无限制的合一泉源，信仰便因此产生。 

如果地方团体（也称为堂区）、小组和专职神父/牧

师办事处日益成为友爱的地方！在热诚好客的地方，我们



8 

 

互相支持，关注软弱者、异乡人，以及那些与我们意见不

同的人…… 

 

 给所有人的建议：参与主日崇拜，或者其他

的活动，即使和那些你不情愿与他们一起的

人，这是否能够使你经历共融？ 

 

 给地方牧灵领袖的建议：聆听青年的声音；

辨别和接纳他们为地方团体带来的事物；使

年长的人也意识到这一点。 

 

 

第二项建议 

伸展友爱，超越限制我们的界限 
 

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

我做的。（玛[太]25:40） 

 

耶稣注意每一个他遇到的人，尤其是穷人、儿童、看 

来毫不重要的人。跟随他，我们可以跨越界限，与这些有 

需要的人作伴。我们可以尝试开始一些团结共融的行动， 

与不同宗派的基督徒一起，也与信仰和我们不同的人一

起。 

不管是物质的或精神的贫穷，团结共融意味着双向的分

享：在提供援助的同时，我们自身也常是领受者。 

 

 给所有人的建议：为什么不用一年的时间，

选择一种情况，与邻社和人们建立友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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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精诚团结？这些人可以是无家可归的人、

穷人、病人、残障人士、被遗弃的儿童、移

民、失业者… 

 

 给地方牧灵领袖的建议：帮助年轻人寻找需

要团结并有可能实现团结的情况。 

 

 

第三项建议 

定期与别人分享和祈祷 
 

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

在他们中间。（玛[太]18:20） 

 

对一些青年来说，痛苦的考验、被遗弃的状态、独

处，或者强烈意识到世界的不公义，都会使他们几乎不可

能相信上主。信仰常是冒险，是个信任的冒险。 

我可以与谁一起经历和反省信仰？ 

 

 给所有人的建议：与其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

问题，倒不如与其他人分享，可以每周一次

或每月一次。一起阅读一段福音或其他书

籍；一起以歌咏和读经，并在静默中祈祷。 

 

 给地方牧灵领袖的建议：鼓励和支持这些分

享和祈祷小组；协助他们向别人保持开放和

接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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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建议 

让所有爱基督之人的共融更加可见 

 

你们是基督的身体。（格前[林前]12:27） 

 

在我们的村落、城市和地区，也有爱基督的人，但以

一种有别于我们的方法去爱基督。我们称自己为「基督

徒」，这意味负起基督的名字。我们借着洗礼与基督结

合，领受基督徒的身份。让我们尝试使更多人看见这共同

的身份，而非强调我们不同宗派的身份。 

 

当各种分歧是不兼容时，这并非是分离的理由。基督 

在世时，祂跨越各种界限，当祂在十字架上时，祂在分裂 

的人之间伸开双臂，由一边到另一边。如果基督徒想跟随 

基督，让上主的光照耀世界，那么，他们就不能分裂。圣 

灵[圣神]使我们联合。 

 

 给所有人的建议：为什么不走向与我们不同

的人？为什么不走向另一个团体、另一个堂

区、另一个运动、另一个宗派、或由移民组

成的基督徒团体……？我们可以探访别人，

让别人欢迎我们，邀请他们。我们可以透过

简单的祈祷一起转向基督，把我们自己置于

「同一屋檐下」，不需要等待万物完全和谐

一致，这样，我们的生活可以预尝那完满的

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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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地方牧职领袖的建议：在牧养工作中，与

其他宗派的基督徒一起做大家能共同做的事

情；做任何事情都顾及其他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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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在泰泽 

迈向新的团结共融 

 

团体成立七十五周年 

罗哲弟兄诞生一百周年 

（1915 年 5 月 12 日至 2005 年 8 月 16 日） 

2015 年 5 月： 
 邀请青年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参与祈祷和团结共融

的行动，以回忆罗哲弟兄的一生，并实践他追随基

督的呼召。 

 5 月 10 日主日下午，泰泽团体邀请区内的居民参与

感恩祈祷。 

 

2015 年夏： 
 每周，由主日至下一个主日，由来自各洲的青年，

带领国际青年聚会和工作坊，以总结过去三年的旅

程。 

 7 月 5 日至 12 日：为致力隐修或修道生活的青年举

行聚会，主题是「反省现今修道圣召的意义」，由

天主教、东正教会和基督新教的修会、修道院和团

体介绍。 

 8 月 9 日至 16 日：「迈向新团结共融」的青年聚会 

 8 月 16 日主日下午：为纪念罗哲弟兄的公众感恩祈

祷，并有教会领袖出席。 

 8 月 30 日至 9 月 6 日：青年神学家座谈会， 反省

「罗哲弟兄对神学思想的贡献」，由各国的基督新

教、东正教会及天主教神学家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