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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第三十二屆世界青年日文告 
「全能者在我身上行了大事。」（路加福音 1:49）    

  親愛的青年朋友們：   

我們又再次踏上旅程，繼續我們在克拉科夫所慶祝的第三十一屆世界 青年日，以及與青年們一同所
慶祝的「慈悲禧年」。為了能具體回應時代 的挑戰，我們選擇了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慈悲使徒聖
女傅天娜作我們的 嚮導，我們當時體驗到強而有力的手足情誼與喜樂，給世界帶來希望的標 記。我
們之間不同的旗幟和語言並沒有成為對立與分裂的理由，反而使我 們有機會打開心門，建立橋梁
，互相連結。              

在克拉科夫世界青年日的閉幕典禮之際，我宣布了我們朝聖之旅的下 一站：賴天主的助佑，我們在
2019 年將前往巴拿馬。此行將有萬世萬代都 稱她有福的童貞瑪利亞相伴（參閱路 1:48）。上屆世
界青年日主題為「真 福八端」，而我們這趟新的旅程則承襲上屆的精神，並鼓勵我們繼續向前 邁進
，不僅要珍惜過往的美好回憶，更要在此刻鼓起勇氣，以望德邁進未 來。而這些態度全都展現在納
匝肋年輕的瑪利亞身上，並藉由接下來三屆 的世界青年日所選定的主題明白地表達出來。今年
2017 年我們要默想瑪利 亞的信德，她在〈謝主曲〉中說道： 「全能者在我身上行了大事」（路
1:49） 。 明年 2018 年主題則是「瑪利亞，不要害怕，因為妳在天主前獲得了寵 幸」（路
1:30）。我們將默觀童貞瑪利亞勇於接受天使報喜的愛德。至於 2019 年的主題則來自瑪利亞對天
使充滿望德的回應： 「看，我是上主的婢女， 願照祢的話成就於我吧！」（路 1:38）  

2018 年 10 月，教會將召開世界主教會議，主題為「青年、信德與聖 召分辨」。主教們將會討論你
們青年人在這時代的挑戰中是怎樣經驗信仰 生活的，也會討論你們如何分辨個人聖召，以計劃人生
的發展，無論是在 俗婚姻及職場、獻身生活或司鐸聖召。我個人期待在準備前往巴拿馬世界 青年日
之際，世界主教會議的籌備也能同步而行。    



我們的時代不需要「沙發馬鈴薯」的青年

根據路加福音的描述，當瑪利亞一領受天使的報喜，並且說了「願意」 成為救主的母親，之後她便
立刻啟程探訪已懷胎六個月的表姊依撒伯爾（參 閱路 1:36、39）。瑪利亞非常年輕，她被告知一
份大恩寵，但同時也是大 挑戰。上主雖向她保證祂的臨在與支持，然而在她心裡還是百思不解。可
是瑪利亞沒有因此就足不出門，或者因為害怕而手足無措或自傲。瑪利亞 不是這樣的人──貪圖安逸
，需要一座沙發，要感到安全舒適。她才不是 沙發馬鈴薯呢！（參閱〈克拉科夫世青徹夜祈禱道理
〉，2016 年 7 月 30 日）年邁的表姊需要援助之手，她毫不猶豫就立即動身。       

依撒伯爾的家，路程遙遠，約 150 公里，必須長途跋涉。但這來自納 匝肋的小女子，在天主聖神的
帶領下，不畏險阻。幾天的旅程也幫助她默 想她所參與其中的奇事，那是無庸置疑的。無論什麼時
候去朝聖，我們也 是如此。在路上，我們的生命歷程浮現心頭，我們學著去領會其真意，而 且在與
天主相遇和服務他人的過程中作分辨，我們的召叫就顯得清晰明朗。    

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 

這兩位年少與年長女子的相遇，洋溢著聖神的臨在，滿載著喜樂與驚 奇（參閱路 1:40-45）。這兩
位母親，跟她們腹中的胎兒一樣，開心到簡直 在歡躍起舞。瑪利亞的信德令依撒伯爾深受感動，她
忍不住喊出：「那信 了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福的」（參閱 45 節）。童貞瑪利 亞領
受的諸多莫大恩賜，其中當然包含信德。信任天主，是無價的恩賜， 但人也必須願意領受恩賜。依
撒伯爾為此祝福瑪利亞，而瑪利亞則以〈謝 主曲〉回應，裡面是這樣寫的： 「全能者在我身上行了
大事。」（49 節）    

瑪利亞是具有革命性的祈禱者──一個年輕女子的頌歌，充滿信德， 意識到自己的限度，然而對天主
的仁慈深信不疑。她感謝天主垂顧她的卑 微，並為全人類、貧困卑微的人所帶來的救贖工程。瑪利
亞的一生是以信 德為核心，她的詩歌幫助我們明瞭：上主的仁慈正是推動歷史的動力，連 同我們每
一個人的歷史及全人類的歷史。 

天主一旦碰觸青年男女的心靈，他們便能成就些大事。全能者在瑪利 亞生命中所成就的「大事」也
使我們回想個人的生命旅程：它絕非是漫無 目的的到處遊盪，而是一趟朝聖之旅；儘管路途上總有
未知數和煎熬，但 在天主內卻總能找到圓滿（2015 年 8 月 15 日三鐘經）。你們或許會問我： 「
可是，聖父，我有限度，還是個罪人，我能做什麼？」當上主召叫我們， 祂不會只看我們的現況
，或我們曾經做過什麼。相反的，在召叫的當下， 祂看到我們的潛能，看到我們能給予的所有的愛
。你們可以效法年輕的瑪 利亞，讓你們的生命成為使世界更加美好的途徑。耶穌正在召叫你們，在
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和歷史上留下印記。（〈克拉科夫世青徹夜祈禱談話〉， 2016 年 7 月 30 日）  

年輕不是與過去脫節 

瑪利亞當時才剛度過青少年階段，跟你們一樣。但在〈謝主曲〉中， 她唱出自己民族的讚頌及其歷
史。所以年輕不代表就與過去脫節。個人的 歷史也是人類源遠流長的共同旅程的一部分。我們跟瑪
利亞一樣，屬於自 己的民族。歷史教導我們，即使教會要在狂風巨浪上航行，天主的手總是 引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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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佑她度過艱難。教會的真實經驗不像快閃行動：人們約好在同 一地點見面，完成該做的事之後
就分道揚鑣。教會繼承了悠久的傳統，代 代相傳，被每一個信友的經驗富裕。因此，你們個人的歷
史在教會偉大的 歷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留意過往，也能幫助我們保持開放，不去限制天主要如何在我們內及 透過我們去行動，也能幫助我
們自己同樣地要開放，接受被召叫，成為天 主救恩計畫的工具。身為青年人，只要你們認出天主在
你們生活中施行的 慈悲及大能，你們也可以成就大事、肩負更大的責任。             

我想問問大家幾個問題。你們怎麼在記憶裡「儲存」生命中的事件與 經驗呢？你們怎麼處理存在記
憶中的事實和圖像呢？你們當中的一些人， 曾被生命的處境所傷害，或許想把過去「重新啟動」
，從頭來過好忘記一 切。但我想提醒大家，每個聖人都有過去，而每個罪人都有未來。蚌殼內 有傷
口才能產出珍珠，透過耶穌的愛，祂治癒我們的心靈，將我們的生活 化為珍珠。就如聖保祿所言
，在我們的軟弱上上主彰顯祂的大能。（參閱 格後 12:9）   

但我們的記憶也不該被塞得滿滿的，跟硬碟容量一樣。我們也不能把 什麼東西都儲存在「雲端」上
。我們需要學習去把過去的事件轉化為饒富 活力的事實，能讓人反省、從中學習教訓並尋得意義
，有益於現今與未來。 這項任務誠屬不易，卻實為必要：我們從中發現天主愛的線條──貫穿了 我
們整個的人生。             

 很多人說年輕人分心和膚淺。他們可真是大錯特錯！當然，我們要明 認自己需要反省生活，然後將
生活導向未來。有段過去不等同擁有一段歷 史。在生活中有滿滿的記憶，但其中有多少能成為回憶
的一部分？其中有 多少對我們的心靈是事關重要的，且能有助於賦予生命意義的呢？我們看 到，在
大眾媒體中，年輕人的面孔出現在人數眾多的照片上，講述一些大 概是真實的事件，但我們不清楚
其中又有多少會成為真實的「歷史」── 能夠被傳達，而且是具有目的與意義的經驗。電視有很多「
實境秀」，但 所訴說的並非是真的故事，只是主角在攝影機前出現，心無大志地度過一 天又一天。
你們不要被現實的假象誤導！你們要當自己人生歷史的主角， 決定自己的未來！   

如何連結，追隨瑪利亞的芳表           

瑪利亞心中珍藏所遇到的事情，並將一切默存，在心中反覆思想（參 閱路 2:19、51）。這位謙遜
的納匝肋年輕女子以身作則，教導我們保留好我 們人生事件的回憶，把零碎事件串聯起來，構成一
幅鑲嵌畫。我們要怎樣 學習去具體地付諸實行？讓我提供你們一些建議。             

在每天結束的時候，我們要停下幾分鐘回顧所度過的美好時刻和遇到 的挑戰，所發生的好事以及所
犯的過錯。用這樣的方式，在天主和我們自 己面前，我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感恩、遺憾，以及對上主
的信賴。如果你願 意，你也可以在筆記本裡寫下來成為一種靈修日記。這意味著：在生活中、 藉著
生活和為生活祈禱，這確實會幫助你去意識到天主在你們每一個人生 活中的偉大作為。聖奧斯定說
，我們可以在我們一望無際的記憶領域中尋 找天主。（參閱《懺悔錄》十 8、12）     

在唸〈謝主曲〉時，我們明瞭瑪利亞是多麼明白天主的話語。她的每 段歌詞都能與舊約的內容相聯
。這位年輕的耶穌的母親用心神體會她民族 的頌禱。無疑的，她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曾經這樣教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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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將信仰一代傳 給一代是多麼重要！從我們所承襲世代相傳的祈禱中蘊藏了珍貴的寶藏， 這一般
人生活中的靈修，我們稱為民間敬禮。瑪利亞承襲了她祖先的信仰， 並融合在完全屬於她自己的頌
歌當中，同時，這也是整個教會偕同聖母一 同詠唱的頌歌。如果身為年輕人的你，想要唱出屬於你
自己的〈謝主曲〉，讓你本身的生命成為全人類的禮物，你就必須先跟過去的傳統和先人的禱 文做
連結。為了要這樣做，重要的，就是你們必須每天持續閱讀聖經，熟 悉天主的話語，並讓它對你們
說話，同時從上主在聖經對你們所說的話中 得到啟迪，來詮釋你們每天的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在
祈禱中及透過閱讀 聖經來祈禱（聖言誦讀），耶穌會點燃你們心中的熱火，並照亮你們的腳步， 即
便是在生命黑暗的時刻。（參閱路 24:13-35）    

瑪利亞也教導我們要以「感恩聖祭的方式」生活，就是要學習去感謝 與讚美，不要單單著眼在我們
的問題和困難之上。在人生的旅程中，今日 的祈禱會成為明日感恩的緣由。這樣，你們參與彌撒和
領受和好聖事的時 刻，會同時成為一個高峰和一個嶄新的開始。你們的生命將在寬恕中每日 得以更
新，也將成為常年讚美全能天主的行動。「你們應信任天主的記憶… 祂的記憶是一顆充滿溫柔憐憫
的心、一顆樂於滌除我們心中任何罪惡痕跡 而欣喜的心。」（參閱〈世青彌撒講道〉，克拉克夫
，2016 年 7 月 31 日）  

我們看到〈謝主曲〉是瑪利亞在探訪她年長的表姐依撒伯爾時，從心 中有感而發的。靠著信德，敏
銳的眼光及言談，依撒伯爾幫助童貞女更完 整地了解天主將要在她身上成就的偉大事蹟，以及祂所
交付給她的使命。 而你呢？你明白當長者和年輕人交會時，意義會有多麼豐富嗎？你投注了 多少的
關心在年長者身上，你關心你的祖父母有多少？你有很好的理由可 以「展翅飛翔」，你的內心充滿
了偉大的夢想，但你需要長者的智慧與遠見。 你要振翼和展翅，但你要明瞭，你需要再次發現你的
根源，而且手拿起前 人為你準備好的火炬。為了建設有意義的未來，你需要認識和珍惜過去（參 閱
《愛的喜樂》191、193）。年輕人身強力壯，而長者擁有記憶與智慧。如 同瑪利亞對依撒伯爾所
做的，你們也可以去探訪長者，去看看你們的祖父 母。他們會跟你們說一些事情，能夠振奮你們的
精神，盈滿你們的內心。    

有創意的忠於傳統為建設未來          

你們還很年輕，這是事實，所以為你們可能很難欣賞傳統的重要性。 然而，知道傳統的重要性不等
同於要成為傳統主義者。不！當瑪利亞在聖 經裡說： 「全能者在我身上行了大事」，她要表達的意
思是這些「大事」 並沒有結束，直至現今仍然發生著。這不是遠古以前的事。留意過去的事 情並不
表示懷舊或是依戀於過去某段歷史當中，而是能夠知道我們來自何 處，這樣我們可以繼續不斷地回
到基本的價值，以有創意的忠於傳統投身 於建設未來。蒐集令人沒有行動的回憶，使我們用始終不
變的方式去做同 樣的事情，這將會發生問題，終是無濟於事的。這是天主的恩寵：能看 到你們這麼
多人，心存疑惑、夢想和徬徨失措，而拒絕聽從那些宣稱事情 是不可能改變的聲音。   

一個只重視時下的社會，便偏向於拋棄過去所流傳下來的一切，如： 婚姻制度、獻身生活及司鐸使
命。到後，這一些會被視為無意義和過時 的生活方式。人們認為在「開放」的情況下度過一生比較
好，就像一場實 境秀一樣，漫無宗旨或目的。你們不要讓自己被哄騙！天主來是為幫助我 們擴大在
生活各個層面的視野。祂幫助我們正視過去的價值，為能建造幸 福的未來。然而，這一切若要成就
，唯有當我們體驗過真正的愛，這樣才 能幫助我們具體地分辨和回應主的召叫。唯有如此，才能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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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真正的 幸福。   

親愛的青年人，我把我們前往巴拿馬的旅程，以及下一次的世界主教 會議的籌備工作，都託付於童
貞瑪利亞慈母般的轉禱。我懇請你們記住2017 年紀念的兩個重大事件：尋獲巴西阿帕雷西達聖母像
三百週年，以及葡萄 牙法蒂瑪聖母顯現一百週年，如果天主允許，我計劃在今年 5 月去法蒂瑪 朝
聖。拉丁美洲的主保聖人之一──聖瑪定．包瑞斯，同時也是我們 2019 年世界青年日的主保，生前
每天盡他卑微的本分。他習慣準備好的花送 給聖母，象徵他對聖母的孝愛之情。願你們也能跟聖母
建立起親切及友好 的關係，把你們的一切喜樂、憂愁、掛慮都交託給她。我保證你們絕對不 會後悔
！            

願這位納匝肋少女──為要更靠近她的孩子們，以各種不同的名號與 面貌在世界各地展現，替我們所
有的人轉求，並幫助我們歌頌上主藉著我 們或在我們身上正在完成的偉大工程。   

教宗方濟各   

發自梵蒂岡  
2017 年 2 月 27 日，痛苦聖母聖加俾額爾紀念日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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