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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信理部關於信德年牧靈指引 

 

時間：2012-05-11                                     

來源：天主教在      作者：信理部 厄瑪奴爾中心翻譯      

 

前言 

 

聖父教宗本篤十六於 2011年 10月 11日發布了《信德之門》宗座文告，

為召開信德年，即從 2012年 10月 11日，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召開五十

周年之際開始，到 2013年 11月 24日，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結束。 

 

這一年將是一個珍貴的機會，為使所有的信友更深刻的理解，基督信仰

的基礎“是與一個事件的相遇，是與賜人生命新視野的那一位的相遇，因而

有一個決定性的指引”[1]。基於與復活之主耶穌基督的相遇，信仰可以被完

整的重新發現，並閃爍其全部光輝。“在我們今天，信仰也是一份恩賜，需

要重新去發現、培育，並為之做出見証。但願現在所慶祝的主受洗日，賜

予我們眾人恩寵，以便活出作為基督徒的美好與喜樂”[2]。 

 

信德年的開始，欣逢為今天教會的面貌留下深刻印記的兩項偉大事件的

紀念之際：五十年前，按照真福若望二十三世的意願，召開了梵蒂岡第二

屆大公會議（1962年 10月 11日）；以及《天主教教理》頒布二十周年，這

是真福若望保祿二世留給教會的遺產（1992年 10月 11日）。 

 

根據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說法，大公會議願意“完整而純正的通傳道

理，毫無更改和貶值”，並承諾要使“這些確定而不可更改的道理，應該得到

忠實的尊敬，能夠更加深入，並根據我們時代的需要，來以適當的方式呈

現”[3]。從這層意義上來看，《教會憲章》一開始所強調的內容，仍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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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重要性：“基督為萬民之光，本屆神聖大公會議，因天主聖神而集合，

切願向萬民宣布福音（參閱谷：十六 15），使教會面目上反映的基督之光，

照耀到每一個人”[4]。基督之光會藉着神聖禮儀的舉行（參《禮儀憲章》），

以及其聖言（參《啟示憲章》），而對人進行淨化、光照和聖化；大公會議

願意深入理解教會的內在本質（參《教會憲章》，以及其與當今世界的關係

（參《牧職憲章》）。以這四部憲章為核心，這是大公會議真正的支柱，此

外，還有不同類別的宣言和法令，涉及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主要問題。 

 

大公會議之後，教會努力使其豐富的教導，與所有聖傳的延續，在教會

訓導的指引之下，能夠被接受和實踐。為能正確接受大公會議的教導，教

宗們多次召開世界主教會議[5]，這是天主的僕人保祿六世 1965年創立的，

透過世界主教會議之後的宗座勸諭，為教會提供明確的指引。下一屆常規

世界主教會議將於 2012年 10月 11日召開，主題是：通傳基督信仰的新福

傳。 

 

從就任教宗之初，教宗本篤十六世就堅決的推動對於大公會議的正確理

解，拒絕接受所謂的“缺乏延續性和斷然分開式解讀法”的錯誤理論，並積極

推動他自己所稱的“改革式解讀法”，就是在唯一主體——教會的延續中更

新，教會是上主所賜予我們的；這個主體在時間中成長和發展，但常保持

其自身，那在旅途中的天主子民的唯一主體”[6]。 

 

從這個角度而言，《天主教教理》一方面是“梵二大公會議的真正果

實”[7]，而另一方面，是要努力促使人接受梵二大公會議。在梵二大公會議

閉幕二十周年之際，於 1985年召開了世界主教特別會議，來對梵二的接受

程度進行評估，由此產生編寫本教理的建議，為能給天主子民提供天主教

全部道理的滙編，並為各地的教理提供可靠的參考。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接

受了這個建議，將之視為“完全回應普世教會與地方教會真實需要”的願望

[8]。這部教理的編寫是在與天主教會全體主教的合作中完成，“確確實實表

現出我們所稱的信德「交響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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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理蘊涵了“新的和舊的事物(參閱瑪 13：52)，由於信仰常是不變的，

同時又是新光的泉源。要滿全這雙重的要求，《天主教教理》一方面再度採

取「古代」的順序，即傳統的，也是教宗比約五世沿用過的順序，將教理

的內容分為四部分：即信經、以聖事為主的神聖禮儀、以誡命為起點的基

督徒操守、基督徒的祈禱。另一方面，教理的內容則常以“新”的方式來表達，

以符合我們時代的要求”[10]。這部教理是“這部教理“為促進教會的共融是

一個有效而可信的工具，為教導信仰則是穩固的準則”[11]。其中包括“信仰

的基本內容，這在《天主教教理》中系統而有機的綜合起來。確實，其中

顯示出，教會在兩千年的歷史中所接受、保存和給予的教導之寶藏。不論

是聖經還是教父，不論是各個時代的神學家還是聖人，教理都給予一項永

久的記憶，其中教會以不同的方式，對信仰進行反思，並在道理方面進行

發展，這樣在信友的信仰生活當中，給予其確定性”[12]。 

 

信德年願意促進對主耶穌的徹底皈依，並重新發現信仰，以便使教會的

所有成員，在今日的世界上，成為復活之主的可信而喜樂的証人，有能力

向那些尋找真理的人指出“信德之門”。這扇“門”能夠開啟人的眼目，使人看

見臨在我們中間，並和我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的耶穌基督（瑪

二八 20）。他向我們昭示，“生活的藝術”需要在“與他強烈的關係”中來學習

[13]。“耶穌基督以他的愛，吸引每個時代的人走向他：在各個時代，他召

集教會，並以萬古常新的命令，將傳揚福音的喜訊托付給教會。所以，今

天也需要對教會發自內心的投入，來進行新福傳，以便重新發現相信的喜

樂，並重新找到通傳信仰的熱情”[14]。 

 

應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要求[15]，信理部與聖座其它相關部門，以及信德

年籌備委員會合作[16]，編寫了本手諭及指引，來生活這恩寵的時期，但這

些並不排斥聖神在世界各地牧者和信友心中所啟發的其它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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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我知道我所信賴的是誰”（弟後二 12），聖保祿的這些話幫助我們理

解：信仰“首先是人對天主的個人依附，同時，與此密不可分的，就是自由

地認同天主所啟示的全部真理”[17]。作為個人信賴上主的信仰，和我們在

信經中所宣認的信仰，這二者是無法分開，相互指向，相互要求的。在生

活的信仰和其內容之間，具有一種強烈的聯繫：見証者和因迫害而承認信

仰者的信仰，也是宗徒和教父們的信仰。 

 

從這層意義上來講，為信德年所做的以下指引，旨在通過真正的信仰見

証促進與基督的相遇，並增強對其內容的認識。換句話說，這些指引是一

些倡議，其動機是對聖父教宗的邀請，做出教會性的回應，來完全的生活

這特殊的“恩寵時期”[18]。重新喜樂的發現信仰，也會幫助人加強教會大家

庭內不同組織和機構之間的合意與共融。 

 

一 普世教會範圍之內 

 

1. 信德年開始的主要事項，就是由教宗本篤十六世，在 2012年所召開的第

十三次世界主教常規會議，其主題是通傳基督信仰的新福傳。在世界主

教會議期間，2012年 10月 11日將會隆重慶祝信德年的開幕，並紀念梵

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召開五十周年。 

 

2. 在信德年期間，應該鼓勵信友到聖伯多祿宗座朝聖，宣認對聖父、聖子

及聖神的信仰，與蒙召在信仰內堅固自己弟兄（參路二二 32）的那一位

保持合一。推動到聖地的朝聖也很重要，因為那裡是首先看見救主耶穌

及其母親瑪利亞臨在的地方。 

 

3. 在這一年中，非常有益的是邀請信友們以特別的熱忱走向瑪利亞，她是

教會的形象，她“一身兼蓄並反映着信仰的重要內容”[19]。為此，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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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一切的可能性，幫助信友承認瑪利亞在救恩奧蹟中的特殊地位，並

以孝愛之情愛她，在信德和美德方面仿效她。為此，很適宜於組織前往

重要的聖殿朝聖、進行禮儀慶祝和舉行其它集會。 

 

4. 2013年 7月，在里約熱內盧所慶祝的世界青年節，將會為青年人提供特

別的機會，在教會大家庭中，經驗來自對主耶穌信仰的喜樂，和與聖父

教宗的共融。 

 

5. 此外，非常適宜的是，包括在國際範圍內，組織高水準的研討會、研習

會和其它集會，來促進人通傳信仰的真正見証，並了解天主教道理的內

容。也要顯示出，天主聖言繼續增長並擴展，重要的是，需要見証耶穌

基督是“人心所有的渴望和夢想的實現”[20]，而信仰是“改變人整個人生

命中思想和行為的新標準”[21]。有些研討會將特別致力於對梵二大公會

議教導的重新發現。 

 

6. 信德年會為所有信友提供很好的機會，深入了解梵二大公會議的主要文

獻，並學習《天主教教理》。這尤其為司鐸候選人，特別是預科學習的

一年，以及神學的前幾年；還有奉獻生活會和使徒生活團的初學生們，

或者那些準備加入善會或者教會運動的人，是極為重要的。 

 

7. 這一年是很好的機會，來特別注意接受聖父教宗的講道、教理講授、講

話或者其它的發言內容。牧者們、度奉獻生活者，以及平信徒，都受到

邀請，以更新的責任，有效而發自內心的接受伯多祿繼承人的教導。 

 

8. 在信德年當中，期待與宗座基督徒合一委員會合作，進行大公合一的行

動，呼求天主，促進“所有基督徒之間的重新合一”，這是“梵蒂岡第二屆

大公會議主要目的之一”[22]。特別要提出的是，將舉行隆重的大公合一

慶祝，來重新確認所有受過洗的人對基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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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宗座新福傳委員會中，會建立一個特別秘書處，來協調聖座的不同部

門，或者普世教會的重要方式，對信德年的各種活動。非常適宜的是，

要把所組織的主要活動，盡早通知該秘書處，使其能夠建議適宜的創

舉。該秘書處會在綱上開闢專欄，以有效方式提供生活信德年的有用資

訊。 

 

10. 在這一年結束的時候，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聖父教宗會舉行感恩祭，

隆重的重新宣認信仰。 

 

二 主教團範圍之內[23] 

 

1. 主教團可以確定一天，根據主教作為導師和“信仰的先驅”[24]之特殊使

命，來研究有關信仰、個人見証和向新一代傳遞信仰的課題。 

 

2. 促進再版梵二大公會議文獻，《天主教教理》和滙編，包括簡版和手 出

版，並盡可能廣泛的以電子途徑和現代科技來普及，將是非常有益的。 

 

3. 期望要盡更大的努力，把梵二大公會議文獻和《天主教教理》，翻譯成尚

不具備本地譯文的語言。對於傳教區的地方教會，如果沒有能力支付翻

譯成當地語言的費用，需要推動愛德的支持，這可以在萬民福音部的領

導下來實現。 

 

4. 牧者們要運用傳媒的新語言，努力推動通過電視、廣播、電影和出版物

來傳遞信仰的主題，及其原則和內容，這也包括梵二大公會議在教會內

的重要性，也要在普通民眾當中廣泛普及。 

 

5. 聖人與真福者是信仰的真實見証[25]。因此，主教團努力運用現代大眾

傳媒工具，使人了解本地的聖人，是非常適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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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今世界對於信仰和藝術之間的關係是很敏銳的。在這方面，為了豐富

教理講授，並為了可能有的大公合一方面的合作，建議主教團在托付給

他們牧靈照顧的地區，加強保護所有的藝術財富。 

 

7. 對於神學中心、修院和天主教大學的老師們，邀請他們在教學過程中，

重視《天主教教理》內容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與各自科目的聯

繫。 

 

8. 在神學家和著名作者的幫助下，編寫護教性質（參伯前三 15）的大眾讀

物，以便使信友們能夠更好的回應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所產生出來的問

題，是非常有益的。這些問題無非就是邪教的挑戰，與俗化和相對主義

相關的一切，以及“來自於思維模式轉變的質疑，特別是在今天，將理

性的確定性縮減到科學和技術成就的範圍之內”[26]，此外，還有其它的

特殊困難。 

 

9. 希望能夠重新審閱地方教會所用的教理和其它教理方面的輔助教材，以

便確定這些內容完全符合《天主教教理》[27]。如果某些教理或者教理

輔助教材尚未完全與《天主教教理》的內容相符合，或者具備某些空缺，

需要開始編寫新的教理，可以運用其他主教團已經編寫出來的內容，作

為幫助和範例。 

 

10. 與天主教教育部，以及與此相關機構和人員合作，審視天主教教理的內

容，是否包含在未來司鐸培育計劃、及其神學學習規劃內容之中，是非

常適宜的。 

 

 

三 教區範圍內 

 

1. 鼓勵在每個地方教會範圍中，隆重慶祝信德年的開幕和閉幕，以便“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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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主教座堂和其它聖堂內宣認對復活之主的信仰”[28]。 

 

2. 每個教區組織天主教教理日，特別邀請司鐸、度奉獻生活者以及教理講

授員的參與，是非常適宜的。在這個機會上，東方禮自治教會可以組織

司鐸們，見証他們對基督唯一信仰的特殊性和禮儀傳統。同樣，傳教區

年輕的地方教會可以做出更新的見証，見証他們因着信仰和其他人不同

的喜樂。 

 

3. 每位主教可以書寫一封有關信仰主題的牧函，提醒信友梵二大公會議和

《天主教教理》的重要性，要顧及到所托付給他的信友之特殊情形。 

 

4. 希望各個教區在主教的領導之下，為青年人以及那些尋找生命意義的

人，組織教理活動，目的是要發現教會信仰的美好，利用這些機會使之

與最具可信度的見証人相遇。 

 

5. 在每個地方教會的生活和使命中，確認對於梵二大公會議和《天主教教

理》的接受程度，特別是在教理講授方面，是非常適宜的。在這方面，

希望主教團教理講授委員會所支持的教區的教理講授機構更新其責

任，在信仰內容方面，負起培育教理講授員的職責。 

 

6. 對於神職人員的持續培育，在信德年可以特別集中在梵二大公會議文獻

和《天主教教理》方面，可以涉及不同的話題，比如：“宣講復活的基

督”；“教會，救恩的聖事”；“當今世界的福傳使命”；“信仰與無信”；“信

仰、大公合一與宗教間對話”；“信仰與永生”；“延續中更新的解讀法”；

“日常牧靈照顧中的教理講授”。 

 

7. 邀請主教們組織懺悔禮，特別是在四旬期，其中重點突出因着相反信德

的罪而祈求天主寬恕。這一年也是特殊的時刻，以更大的信德經常領受

懺悔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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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希望學術界和文化的參與，在信仰和理性之間，舉行更新而有創意的對

話，舉辦研討會、研習會和研究會，特別是天主教大學，要顯示出“在

信仰和真正的科學之間不存在任何衝突，因為盡管是通過不同的道路，

但二者確實都能導向真理”[29]。 

 

9. 重要的是推動與那些“不承認信仰的恩惠，却在真誠的尋找他們自身存在

以及世界終極真理的最後意義”[30]的人之間的相遇，也可以參照由宗座

文化委員會所指引而開始的外邦人庭院對話。 

 

10. 信德年也是一個機會，更加關注天主教學校，這是為學生們提供主生活

見証的特別場所，適當的參考運用教理講授工具來培育信仰，比如天

主教教理滙編，以及青年教理。 

 

 

四 堂區、團體、善會和教會運動範圍之內 

 

1. 所有信友都受邀閱讀並反思聖父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信德之門》宗座文

告，以作為信德年的準備。 

 

2. 信德年“也是很好的機會，在禮儀中加強對信仰的慶祝，特別是在聖體聖

事當中”[31]。聖體聖事是信德的奧蹟，是新福傳的泉源，在聖體聖事中，

教會的信仰得以宣認、慶祝和加強。所有信友都受邀以有意識、主動和

充滿成效的方式參與聖體聖事，以便成為上主真正的見証人。 

 

3. 司鐸們應該更加關注學習梵二大公會議文獻和《天主教教理》，接受其成

果，運用到堂區牧靈當中，包括教理講授、宣講和對聖事的準備等等；

提供有關信仰的系列講道，或者其中的某些特殊內容，比如“與基督相

遇”，“信經的基本內容”，以及“信仰與教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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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理講授員可以更多的運用《天主教教理》的富藏，在各自堂區主任司

鐸的負責之下，引導信友團體共同閱讀並深入這可貴的工具，以便建立

信仰小團體，並對耶穌做出見証。 

 

5. 希望堂區更新責任，推廣並普及《天主教教理》，以及其它適合於家庭的

輔助教材，家庭是真正的家庭教會，是傳遞信仰的首要場所。這方面普

及的機會可以有很多，比如：祝福家庭、成人領洗、堅振及婚姻聖事。

這會幫助宣認並深入天主教道理，“在我們的家庭之中宣認和認識，以

便使每個人都強烈的感受到深入認識的需要，以及向下一代傳遞由來已

久的信仰”[33]。 

 

6. 在堂區以及工作場所，推動布道會以及其它行動，來幫助信友重新發現

領洗的信德之恩，以及做見証的責任，是非常適宜的；要意識到，基督

徒聖召“就其本質而言，無非就是傳教的聖召”[34]。 

 

7. 在這段時期，奉獻生活會和使徒生活團的成員，根據自己團體本有的神

恩，更新對主耶穌的依附，受邀致力於新福傳的責任，忠於聖父教宗，

忠於健全的道理。 

 

8. 信德年期間，默觀團體要為天主子民的信仰更新，以及重新推動向年輕

一代通傳信仰而特別祈禱。 

 

9. 教會善會和運動受邀根據本有神恩的貢獻，推動特別行動，與地方牧者

合作，來融入信德年的重要事件。新興的教會團體和運動，要以創意和

慷慨的方式，找到更為有效的途徑，做出信德的見証，服務教會。 

 

10. 所有的信友都被召重新生活信仰的恩賜，設法通傳自己信德和愛德的經

驗[35]，要與其他兄弟姐妹們對話，也包括其它基督信仰團體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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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棄其它宗教信徒、不相信的人、以及對宗教漠不關心的人。這樣，

希望基督信仰的全體子民，開始向那些和他們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

進行一項福傳使命，自己也要意識到已經“接受了向人類宣報福音的使

命”[36]。 

 

總結 

 

信仰是“生活的伴侶，使我們以常新的眼光來認識天主為我們所行的奇

事。在歷史的今天，熱衷領悟時代的記號，信仰使我們每個人致力於在世

界上成為復活基督臨在的生活標記”[37]。信德是個人的行為，同時也是團

體的行為：是天主的恩惠，應該在教會的偉大共融中活出的恩惠，也應該

向世界通傳的恩惠。信德年的每項行動，旨在促進喜樂的重新發現信仰，

並為之做出全新的見証。這裡所提供的指引，目的無非在於邀請教會的每

位成員負起責任，好使這一年成為卓越的機會，分享基督徒最具價值的內

容：耶穌基督，人類的救主，普世的君王，是“我們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

（希十二 2）。 

 

發自羅馬，信理部總部，2012年 1月 6日，主顯節。 

 

部長 雷瓦達樞機 

 秘書長 拉達利，耶穌會士 

提庇卡領銜總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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