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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我要选派你去为你所见之事作证！」（参阅：宗廿六 16）

 

亲爱的青年人：

我渴望再次牵起你们的手，与你们一同前往 2023 年里斯本世界青年日这趟 心灵朝圣之旅。

去年的文告，是我在疫情即将爆发之前颁布的，主题是「青年人，我对你 说：起来吧！」（参阅
：路七 14）。在天主上智的安排下，祂已经开始在预 备我们，好能面对即将来临的重大挑战。

在世界各个角落，我们都承受着失去众多亲人的痛苦，经历着社交隔离。 对你们青年人来说，这场
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更是一大挑战，因为你们的生 活本是向外开展的：学校、工作、社交活动。你们
发现自己身处在前所未 有的困境之中，有些人在无所准备、缺乏支持的状态下感到迷惘。我们看 到
家庭问题、失业、忧郁、孤独、成瘾行为等问题一一浮现，更不用说长 期累积的压力和紧张、仇恨
的爆发和暴力的滋长。

然而感谢天主，这并非事实的全貌。这段经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脆弱，却 也展露了我们的美德，以
及我们对团结互助的渴望。在世界各地，我们看 到许多人，包括很多青年，为生命而奋斗、散播希
望的种子、捍卫自由与 正义，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及桥梁的搭建者。

一个青年人的跌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全人类的跌倒。但是当一个青年人 站起来，同样，也有如整
个世界都站了起来。亲爱的青年，如此巨大的潜 力就在你们手中！如此丰厚的力量就在你们心中！



今天，天主也在向你们每一个人说：「起来！」我衷心地希望这篇文告能帮 助我们迎接新的世代、
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篇章。然而，亲爱的青年人， 没有你们就不可能有新的开始。为了能重新站
起来，世界需要你们的力量、 你们的朝气、你们的热情。因此，我想要和你们一起默想宗徒大事录
的章 节里，耶稣对圣保禄说的「起来！我要选派你去为你所见之事作证。」（参 阅：宗廿六 16）

保禄在君王前的证词

2021 世界青年日主题所采用的圣经章节，是摘自保禄被监禁前，在阿格黎 帕王面前所作的证词。
曾经身为基督徒的敌人和迫害者的保禄，现在正为 了基督信仰而受审。事隔大约 25 年，宗徒讲述
了他归依的故事，以及他与 基督决定性的相遇。

保禄承认他过去曾迫害过基督徒，直到有一天，当他前往大马士革逮捕其 中一些人时，有一道光「
比太阳还亮」，环照着他和他的同伴（参阅：宗廿 六 13）。然而，只有他听到「一个声音」：耶
稣对他说话，并按着名字呼唤 他。

「扫禄！扫禄！」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件事。天主藉由呼唤扫禄的名字表明了祂完全认识 他。这好像在告诉他：「
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我要亲自和 你说话。」耶稣两次以他的名字呼唤他，这是特
别且重大召叫的标记，就像 祂对梅瑟（参阅：出三 4）和撒慕尔（参阅：撒上三 10）所做的那样。
当 扫禄跌倒在地，意识到自己成了天主显现的见证人，这个强大而神圣的启 示使他不知所措，但却
没有要打击他。相反地，他听见自己的名字被呼唤。 

事实上，只有与基督个人的、毫无隐藏的相遇才能改变生命。耶稣表明祂 很了解扫禄，祂对他的内
心了如指掌。尽管扫禄是一个迫害者，尽管他心 中对基督徒充满仇恨，耶稣知道他是出于无知，祂
想向他展示祂的怜悯。 这种恩宠，这种无偿又无条件的爱，正是彻底转化扫禄生命的光。

「主，你是谁？」

呼唤他名字的这一位，面对祂的神秘临在，扫禄问道：「主，你是谁？」（宗 廿六 15）。这个问
题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问这个问题。只从别 人那里听说过基督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亲
自与祂交谈。其实，这就是祈 祷。祈祷是直接与耶稣对话，也许我们的心仍然混乱，我们脑中充满
怀疑， 甚至有对基督和基督徒的蔑视。我希望每个年青人，最后都能打从心底提 出这个问题：「主
，你是谁？」

我们不能假定每个人都认识耶稣，即使在这网络世代也是如此。许多人都 会对耶稣和教会提出这样
的问题：「你是谁？」在圣保禄被召叫的故事里， 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对于他的问题，主立刻
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迫 害的耶稣！」（宗廿六 15）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2



透过这个响应，主耶稣向扫禄揭示了一个伟大的奥秘：祂与教会是一体的， 祂与基督徒同在。在那
之前，扫禄除了看过被他关进监狱里的信徒（参阅： 宗廿六 10）和那些他同意处死的人（同上
），他完全不认识基督。但他看 过基督徒如何以善报恶，以爱报恨，他们为基督的名承受着不正义
、暴力、 诽谤和迫害。某种程度上，扫禄在不知不觉中，已与基督相遇：他在基督 徒身上遇见了祂
！

我们多少次听到有人说：「我接受耶稣，但我不要教会」，好像这两者间可 以择一替代。然而不认
识教会，就无法认识耶稣。不借着团体中的弟兄姊 妹，我们无法认识耶稣。如果在信仰上没有活出
教会的氛围，我们就不能 自称为完整的基督徒。 

「你向刺锥踢去，为你是难堪的」

在扫禄倒地后，天主对他说了这句话。但祂一定也曾在无形中反复地告诉 他同样的话，试图吸引他
到身旁，但扫禄拒绝了。我们的天主对每一个离 开祂的青年人也同样温柔地「谴责」：「你要逃离
我到几时？为什么你听不 见我在呼唤你？我在等你回到我身边。」就像耶肋米亚先知一样，我们有
时 会说：「我不再想念祂」（耶廿 9）。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燃烧的热火：即 使我们试图浇熄它
，也做不到，因为它远比我们强大。

天主拣选了一个正在迫害、完全仇视祂和祂子民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 天主眼里，没有人是无法
被赎回的。透过与祂个人的相遇，总是能够重新 开始。没有一个青年人是无法被天主的恩宠和怜悯
所触碰的。我们不能对 任何人说：「他已经离太远了……，已经太迟了……。有多少青年人强烈地
反对教会、逆流而行，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却需要能够付出，需要全力去爱， 需要找到自己的使命
！在年轻的扫禄身上，耶稣看破了这一点。

认出我们的盲目

我们可以想象，扫禄在与基督相遇之前，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基于品行正 直、热心、出身与受教育
的背景，他认为自己很「伟大」。当然，他相信自 己做的都是对的。而当天主向他显示了自己，扫
禄便「跌倒在地」，失明了。 突然间，他的肉体与心灵都无法再看清。他所深信的一切动摇了。他
明白 了过去执意要杀害基督徒的那份热血是大错特错的。他明了了自己没有掌 握绝对的真理，而且
还离得很远。他的信念与骄傲都崩解了；突然间他发 现自己迷惘、脆弱且「渺小」。

这份谦逊、对自身限度的认识，至关重要！那些自认为了解自己与他人的 一切，甚至通晓宗教道理
的人，很难与基督相遇。如今失明的扫禄，不知 何去何从。独自在黑暗中，唯一清楚的，是他看到
的那道光与他听到的声 音。正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盲目的，我们才开始看见，这多么出乎意料！

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所遇到的经验，使他觉得晴天霹雳，他宁愿别人称 他为保禄，这个名字的意
思就是「渺小的」。这和我们现今一般使用的昵称 或艺名不一样。与基督的相遇改变了他的生命
，这让他真正感受到自身的 渺小，也拆毁了过去阻挡他在真理中认识自己的高墙。正如他向我们说
的： 「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个，不配称为宗徒，因为我迫害过天主的教会。」 （格前十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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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许多圣人一样，里修的圣女小德兰总爱说：「谦卑就是真理」。现今有 多少的「贴文」支配着
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社交网络上，常以布景、 网络摄影机和滤镜特效精细地编排而成的。人
们越来越想要聚光灯打在自 己身上、呈现完美的模样，向「朋友」、「追踪粉丝」展现一个往往不
能反 映真实自我的形象。基督，正午之光，祂来照亮我们，使我们返璞归真， 卸下所有的面具。祂
让我们清楚看到自己原本的模样，因为祂就爱我们原 本的模样。

改变观点

保禄的归依并非要他转身回头，而是向一种完全崭新的视角开放。他继续 着前往大马士革的旅程
，但改变已经发生；现在他是一个不同的人（参阅： 宗廿二 10）。我们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悔改
并更新自己。我们依然做以前 在做的事情，但内在的初衷和目标已经有所不同。以保禄来说，耶稣
告诉 他要继续前往大马士革。保禄服从了，但旅程的目标与目的已被彻底转变。 从那时开始，保禄
将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不再是一个迫害者和刽子 手，而是一位门徒和见证者。在大马士革
，阿纳尼雅将为他付洗，并带他 认识这个基督徒团体。在静默与祈祷中，保禄将深思他所经历的事
，以及 主耶稣赋予他的新身分。

不要浇熄青年的活力与热情

对我们而言，保禄在遇见基督前所抱持的态度并不陌生。亲爱的青年人， 在你们心中不知道有多少
力量和热情！可是笼罩在你周围的黑暗会妨碍你 们正确地看待事物。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对抗毫无
意义的斗争，甚至成为 暴力的人。不幸的是，你们自己和身边最亲近的人将成为第一个受害者。 也
有另一种危险，就是高举正义的价值，为之挺身征战，但是一旦走向极 端，将会变成毁灭性的意识
形态。今天有多少青年在自身的政治或宗教信 念的鼓吹下，最终在许多人的生命中，成了暴力与毁
灭的工具！有些人在 网络世界里逍遥横行，在虚拟和社交网络里找到新的战场，肆无忌惮地以 假新
闻为武器，散播毒害、歼灭对手。 

当天主介入保禄的生命时，祂并没有压抑他的个性或他充满热情的心。反 之，祂让这些特质开出美
丽的花朵，将他转变成一个伟大传教士，把福音 带到天涯海角。

万民的宗徒

从今以后，保禄被称为「万民的宗徒」。他曾是一个法利塞人，一个一丝不 苟地遵循法律的人！这
里我们又看到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天主信任一 位曾经迫害祂的人。如同保禄一样，我们每个人
都会听到来自内心的声音 说：「我信任你。我明白且掌握了你的生命故事，我会与你同在。虽然你
经 常反对我，但我选择了你，并使你成为我的见证人。」天主的意念能把最恶 劣的迫害者转变成伟
大的见证人。

基督的门徒蒙召成为「世界的光」（玛五 14）。虽然保禄这时是失明的，但 他现在必须为他所见
的作证。这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然而保禄正是 通过自己的个人经验，他才能够与主将要派遣
他去找的人产生共鸣。这是 为什么他作证说道：「开明他们的眼，叫他们从黑暗中转入光明。」
（宗廿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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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去作见证！」

在我们接受了洗礼所赋予的新生命时，天主赐予我们一个重要且改变生命 的使命：「你要成为我的
见证人。」

今天，基督曾经给保禄的邀请也是祂给每一位青年人的：起来！不要再垂 头丧气或自怨自艾；有个
使命正等待着你！你也能向人见证耶稣在你身上 完成的一切。我以基督之名对你说：

- 起来，并向人见证：你曾经在你的盲目中与光相遇──你在自己及他人 身上、在教会的共融中，看
见天主的美善战胜了所有的孤寂。

- 起来，并向人见证：在家庭生活中，在父母与孩子间、青年与长者的对 话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都能培养出爱和尊重。

- 起来，并捍卫社会正义、真理与人权，保护受迫害者、穷人、弱势群体、 社会上无法发声的人和
移民。

- 起来，并向人见证：以一个闪烁着好奇赞叹的眼光去重新看待受造物， 让你将地球视为我们的共
同家园，给予你勇气去促进生态的和谐。

- 起来，并向人见证：失败的人生能够重建，心灵丧亡的人能重获生命， 受奴役的人能恢复自由
，被悲伤压迫的心能重见希望。

- 起来，并喜乐地向人见证生活的基督！在学校、大学里、工作中、网络 世界及任何地方，向你的
同侪们广传祂爱与救恩的讯息。

天主、整个教会和教宗，都信任并派遣你们，在今日世界踏上前往「大马 士革的旅途」，向旅途中
相遇的其它青年人作见证！不要忘记：「凡真正体 验过天主救赎的爱，都不需要太多时间或冗长的
培训，才能走出去宣讲那 份爱。在某程度上，每位基督徒都是传教士，因为他或她曾在耶稣基督内
经历过天主的爱。」（《福音的喜乐》，120）

起来！在地区教会庆祝世界青年日

我再次邀请每一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一同参与 2023 年里斯本世界青年 日的心灵朝圣之旅。但
是接下来的聚会，是于 2021 年的基督君王节，在地 区教会里、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教区中，以地区
性的方式庆祝的青年日。

我希望大家能善度这个阶段，做个真正的朝圣者，而非「信仰的观光客」！ 愿我们向天主惊喜的安
排敞开心扉，祂渴望点亮我们的旅程。愿我们更愿 意敞开自己，并借着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聆听
祂的声音。如此，我们将 能互相扶持、一同站起身来，并在这历史性的艰难时刻，成为新时代的先
知，未来仍充满希望！愿童贞荣福玛利亚为我们每一位转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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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

罗马，圣若望拉特朗大殿

2021 年 9 月 14 日，光荣十字圣架庆日

（台湾地区主教团 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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