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本笃十六世
宗座手谕
《 信德之门 》

钦定「信德年」开幕

1. 「信德之门」
（宗十四 27）一直为我们敞开，引领我们进入与天主共融的生命，
并让人进入衪的教会。当天主圣言广传各地，而人心被恩宠塑造时，人就能穿越
这门坎。穿越此门坎，意思就是要踏上一终身信仰的途径。此途径自圣洗开始（参
罗六 4），我们藉由圣洗能称天主为父，其终点为死亡──前往永生的通道；永生
乃是主耶稣复活的成果。衪要将所有相信祂的人借着圣神所赐的恩惠导入衪本有
的光荣（参若十七 22）。宣认对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及圣神的信仰，就是相信
那唯一、是爱的天主（参若壹四 8）；相信时期一满，圣父为了我们的得救派遣圣
子来；相信耶稣基督以祂的死亡和复活救赎了世界；相信圣神世世代代在期待着
主光荣的来临中引导教会。
2. 自从我继承了伯多禄的职务以来，我就提醒着，必须要重新发现信德的途径，
为能更清楚表现出与基督相遇时的那种喜悦及崭新的热忱。在我就职典礼的弥撒
讲道中，我有说：
「整个教会与在她内的所有牧人，应该像基督一样地，引领子民
走出旷野，到有生命的那些地方，朝着与天主子的友谊而去，走向赐予我们生命、
更丰富的生命的那一位。 1 」基督信徒往往更关心投身于社会、文化和政治，又常
以为信仰是社会生活中必然的先决条件。但这构想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实际上，
反而往往是公开地受到否认 2 。在过去，是可以看到一个一元整体性的文化母体的
──它的信仰内涵，以及它因信仰所启发的价值，广泛被人接受，但由于一深刻
的信仰危机已侵袭许多人，在今日社会的广大群体中，似乎已不是如此。
3. 我们不能让盐变失了味，或让光明被隐藏（参玛五 13-16）。甚至现代的人们也
能察觉到，有聆听耶稣的需要──祂邀请我们相信祂，并从活水的泉源汲取，像
那撒玛黎雅妇女一样，走向水井去（参若四 14）。我们应该重新品味，借着教会忠
心传下来的天主圣言与生命之粮──给所有那些作为祂的门徒的食粮，来滋养我
们（参若六 51）。耶稣的教诲，还是以同样的力量在我们的日子里回响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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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若六 27）祂当
时的听众所提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要问的：
「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
呢？」（若六 28）我们知道耶稣怎样回答：「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你们
信从祂所派遣来的。」（若六 29）为此，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要最终达到永生的道
路。
4. 在这一切的启迪之下，我才决定了要宣告「信德年」──从二○一二年十月十
一日开始，这一年是梵二大公会议开幕五十周年，到二○一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基
督普世君王节结束。二○一二年十月十一日开幕日也是《天主教教理》出版二十
周年纪念日，它是由我的前任教宗真福若望保禄二世所公布 3 ，为了向所有的信友
彰显信仰的力量和美好。这一文献──梵二大公会议名副其实的果实，是依照一
九八五年世界主教特别会议所要求，作为教理讲授的工具 4 ，由天主教会的所有主
教合作而完成的。而我所召开的二○一二年十 月世界主教会议的主题正是「新福
传──为传承基督信仰」。这将是一个好机会，在反省和重新发现信仰的时刻，将
教会的整体凝聚起来。这不是第一次教会宣告「信德年」。我可敬的前任教宗、天
主之仆保禄六世，在一九六七年已宣布过信德年，为纪念圣伯多禄和圣保禄──
两位宗徒以殉道作最崇高见证的一千九百周年。教宗保禄六世认为信德年是整个
教会「对同一信仰作一次真实衷心宣认」的隆重时刻；此外，他期望此宣认要依
「个人和集体的、自由而有意识的、内心和外在的、谦逊而诚恳的」5 方式来确认。
他想以此方式使整个教会能重获「信仰精准的知识，复兴、净化、坚定及宣认信
仰。 6 」那一年带来最大的变动更清楚指出这种庆祝的重要性。当时闭幕以「天主
子民的信经」 7 作结束，目的是要证实，数世纪以来，这形成所有信徒的产业的主
要内涵，是多么急需要被肯定、了解和深入探讨，为能在这与不同以往的历史环
境中，作出始终如一的信仰见证。
5. 我可敬的前任教宗从某些方面把当时的信德年视为「大公会议后的一种结果和
必需品」 8 ，因为他完全意识到当时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关于宣认真正的信仰和信
仰的正确解释。于我而言，安排信德年的开幕在梵二会议召开恰好第五十周年纪
念之际，会是一良好机会，帮助人们了解大公会议教长们所流传下来的文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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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真福若望保禄二世所言：
「大公会议文献的价值或光辉丝毫不减。人们必须在教
会传统内正确地阅读，使其广为人知，也要牢记在心，当作教会训导的重要及规
范性的文件。现在大禧年已经结束，我更觉得应义不容辞地指出，大公会议是廿
世纪中赐给教会的一大恩宠：我们找到了一个稳当的指南针，在刚开始的这个世
纪中指引我们方向。 9 」我也想郑重地强调，我在被选为伯多禄继承人几个月后，
曾提到有关大公会议一事：
「我们若以正确的解释方法，解读及落实大公会议，它
就可以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而且是越来越大，更新经常都需要更新的教会。 10 」
6. 教会的更新也是经由信徒们的生活见证而达成：基督信徒被召叫，去以他们在
世的生活散发主耶稣留给我们真理的话语。即如大公会议在教会宪章《万民之光》
里所说：「可是，圣洁无罪的基督（希七 26），从未有过罪恶（参格后五 21），而
只为了补赎人民的罪而来（参希二 17）。教会在自己的怀抱中，却有罪人，教会是
圣的，同时常需要洁炼，不断地实行补赎，追求革新。教会是『在世界的迫害与
天主的安慰之中，继续着自己的旅程』，宣扬着主的苦架与死亡，以待其重来（参
格前十一 26）。教会由于主复活的德能而得到鼓励，希望以坚忍和爱德克服其内在
与外在的困难，并且在幽暗中实地向世界揭示主的奥迹，直到最后在光天化日之
下出现。 11 」
从这点看来，信德年是一邀请，召集人们真正而革新地悔改，回归世界唯一的救
主。在祂死亡及复活的奥迹中，天主启示了圆满的爱，此爱使我们得救，并召叫
我们藉罪赦而悔改（参宗五 31）。以圣保禄而言，天主的爱引领我们度新的生活：
「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祂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
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
（罗六 4）依据复活这奥迹的彻底及崭新的
事实，此新生活就透过信德塑造人性的整个存在。人就走上一条此生永不休止的
途径，他的思想和感情、理念和行为，在他的自由合作之下，渐渐地得到净化和
改变。「以爱德行事的信德」（参迦五 6），成为了思想与行动的新标准，因而改变
整个人生（参罗十二 2、哥三 9-10、弗四 20-29、格后五 17）。
7. 「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
（格后五 14）：是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并且驱使我
们去传播福音。今日和过去一样，祂派遣我们经由世界的大街小巷，向全球所有
的人宣报祂的福音（参玛廿八 19）。耶稣基督藉祂的爱吸引各个世代的人归向祂：
在每个时代，祂召集教会，并托付教会宣报福音这常新的使命。今日亦然，为了
再发现信仰的喜悦和传授信仰的热火，人们需要教会更令人相信地委身去传播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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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在日复一日再次发现主的爱时，信徒们对传教工作的投入便获得源源不绝的
力量和活力。当信德是像得到爱这种经验而生活出来，并以恩宠和喜乐的经验传
播时，它便成长。信德使我们结果实，因为它使我们的内心充满希望，使我们能
活出信仰的见证：信德开启听众的心门和思想，好使他们接受主的邀请，因而信
从祂的话和成为祂的门徒。圣奥斯定告诉我们说，信的人「由于信仰而变得更坚
强。12 」这位希波的圣人主教有理由如此表达。我们知道，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信
仰的美，直到他的心在天主内得到憩息 13 。他在数目众多的著作里，说明了信仰生
活的重要性和信德的真理，这些作品今日仍然是无上之宝，继续帮助许多人追寻
天主，踏上正确的途径，找到「信德之门」。
只有借着信仰，信德才成长并逐渐坚强；除非人不断把自己交付在爱的手中──
因为爱来自天主，被人所体验到是越来越浩瀚的──否则人是无法把握个人的生
命。
8. 在这特别的纪念日，我想邀请世界各地的主教弟兄们，伴同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这主赠予我们属灵恩宠的时刻，回顾信德这珍贵礼物。我们要以庄严及有创意
的方式来庆祝这一年。应该加强对信仰的反省，为能帮助信仰基督的人，获得对
福音更清新和有力的认同，特别是在这个目前人类经历到深切变化的时刻。我们
将有机会在世界各地的主教座堂和教堂、在我们的家园和家庭，宣认我们对复活
主的信仰，好使每个人强烈地感到需要更认识永恒不变的信仰，并传授给未来世
代的人。修会团体和堂区，以及所有那些历史悠久及新兴的团队，要在这一年设
法公开宣认信经。
9. 我们希望，这一年能激励起每个信徒的渴望，要全然地并以崭新的信心和希望
宣认信仰。这将是一个良好机会，去加强我们在礼仪中信仰的庆祝，特别在感恩
祭中，因为它是「教会行动所趋向的顶峯，同时也是教会一切力量的泉源。 14 」同
时，我们也希望使信徒们的生活见证，在可信度上成长。重新探索所宣认的、庆
祝的、付诸实行的和在祈祷中诵念的信仰内涵 15 ，又对信仰生活加以反省，是每一
个信徒的任务，尤其是在这一年。
世纪初基督信徒被要求背诵信经，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就如每日的祈祷经文一样，
为了不要忘记在领洗时所作的承诺。圣奥斯定在一次《背诵信经》(redditio symb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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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道中，以富有意义的话说道：
「你们大家今天一起接受，并分别诵念的至圣奥
迹的信条，这是慈母教会在牢固的基础上──主基督，坚定奠立她信仰的那些话
语。你们接受了也诵念了，可是在你们的脑海和心内，应该持守不渝，你们在睡
眠时要温习，在广场上要回忆，在用餐时不可忘记它；即使你们的身体睡眠，你
们应该用心护守它。 16 」
10. 我想在这里概述一条途径──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信仰的内涵，还能帮
助我们以信仰的内涵去选择将自己完全自由地交托给天主的行动。事实上，在我
们信仰的行动和我们信仰的内容之间，有着深切的一体性。圣保禄帮助我们进入
这实况，他宣告说：「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成义；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
（罗十 10）我们从心灵上可看见：人寻求信德走的第一步，是天主赐的礼物及恩
宠的效果──它运作并沁人心脾，使人内心改变。
有关这话题，里狄雅的例子意义特别深厚。圣路加陈述说：当保禄在斐理伯时，
他在安息日那天去向当地一些妇女宣讲福音，里狄雅在她们中间，而「主开明了
她的心，使她接受保禄所讲的话。」（宗十六 14）这句话文简意深。圣路加教导我
们去领悟，光是知道信仰的内容，这还不够，人的心──内在的真正圣所，要向
恩宠敞开，为能往深处看而明白到所宣讲的是天主的话语。
用口舌去宣认，这表示信仰包括公开地作见证和投身其中。一个基督信徒绝对不
能以为信仰是私事。信仰是选择要与主在一起、与祂一起生活。这「与祂在一起」
带领我们深入我们为什么相信的种种理由。正因为信仰是自由的行为，信仰也要
求信徒在社会上负起信仰的责任。教会在圣神降临日清楚地彰显出信仰公开的幅
度，即相信并毫无畏惧地向所有人宣讲自己的信仰。这是圣神的恩典──祂赋予
我们传教的能力、增强我们的见证，同时令我们的见证坦诚又果敢。
宣认信仰同时是个人和团体的行为。信仰的最先传达者是教会。个人为能获得救
恩，才在基督信仰团体的信仰中接受洗礼──溶入信徒团体的记号。正如《天主
教教理》所确定的「我信」：是每个信徒个别所宣认的教会信仰，尤其是在受洗的
时候。「我们信」：是大公会议主教们或更普遍地在信徒礼仪集会时所宣认的教会
信仰。
「我信」：也是我们的慈母教会，在信德中回应天主，并教导我们说：
「我信」、
「我们信」 17 。
显然，认识信仰的内涵，对个人的「信奉」，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说以理性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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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顺服教会所晓谕的。信仰内涵的认知，带领我们深入整个天主启示的救恩奥
迹。我们的「信奉」，也包括当我们相信时，我们自由地接受信德的整个奥迹，因
为天主本身就是祂真理的保证人──祂自我启示，并让我们认识祂爱的奥迹 18 。
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文化背景里，许多人虽然不认识信仰的恩典，
可是他们诚心追求他们的生命和世界的最终真理及意义。这种追求是信仰真正的
「前奏」，因为它导引人们走向天主的奥迹。人的理性本身就赋有渴求「恒而不变，
久而不朽」19 的需要。这渴求构成一种铭刻在人心、不可磨灭的永久召唤，邀请人
起身去寻找那一位──若非祂早已向我们迎面而来，我们便无法遇见祂 20 。信仰就
是要邀请我们接受这种相遇，并全然敞开我们的心。
11. 为能有系统地认识信仰的内容，大家可以在《天主教教理》里找到宝贵及不可
欠缺的工具。它是梵二大公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梵二开幕三十周年签署《信
仰的宝库》宗座宪章，此事并非偶然。真福若望保禄二世曾写道：
「这本教理书对
整个教会的革新工作，将会提供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承认它为有效及合法，是
服务教会团体的工具，并且是信仰教导的可靠准则。 21 」
从这角度看来，信德年就是要致力于重新发现和研读《天主教教理》里面那些有
系统而又活跃地综合起来的基本信仰内容。在里面教会的富裕训导光彩照人──
这是在教会的二千年历史中所领受、维护和传达的训导。
《天主教教理》提供一长
久的回忆，纪录从圣经到教父、从数世纪来的神学家到圣贤所流传下来的多种方
式──教会以这些方式默想了信仰和使教义发展，使信徒们在信仰生活上有所保
证。
在结构方面，
《天主教教理》遵循信仰的进展，涉及到日常生活的重大话题。我们
在每一页发现到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接触──与生活在教会内的那一位。
在宣认信仰之后，接着是圣事生活的解释──基督在圣事中临在、运作并继续建
树祂的教会。没有礼仪和圣事，信仰的宣认就会失去效用，因为它会缺乏支持基
督信徒见证的恩宠。
《天主教教理》里有关伦理生活的训导应与信仰、礼仪和祈祷
联贯起来，才能同样地获得它完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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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信德年，《天主教教理》可以提供作为支持信仰的真正工具，尤其是关系到
基督信徒培训一事，它在我们这个文化背景中是如此重要。为此，我委托了信理
部，并得到圣座其它有关部会的同意，撰写一「注本」，来提供给教会和信徒们一
些行动纲领，如何做到信仰和福传的服务，以最有效和适当的方式善度信德年。
信仰比以前更受到一连串问题的冲击，这些问题来自理念与思想的改变，尤其是
在今天，将理性的确实性局限于一些科技上的成就。然而，教会从来就不怕说明，
在信仰和真正的科学之间，是不可能有任何冲突，因为尽管二者各行其道，但追
求的却是真理 22 。
13. 信德年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将会是回顾我们信仰的历史──圣德和罪恶交织而
成的难解奥迹。前者强调男男女女经由他们的生活见证，使团体成长和发展所作
的贡献，后者则必须激起个人诚心和不断的悔改，为能体验到天父对每个人的慈
悲。
在这段时间，我们应注目看耶稣基督，「祂是我们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希十
二 2）：在祂内，人心的一切苦闷和渴望都找到满足。爱的喜悦、对痛苦和受苦的
答复、面对侮辱显示出宽恕的力量、生命战胜死亡的空虚，所有这一切，都在基
督降生成人、在祂分担我们人性的软弱、借着复活的力量改变人类软弱的奥迹中，
得以实现。这些信德的榜样在为了我们的得救死而复活的主基督身上光芒四射，
标记了我们救恩史的两千年。
由于信德，玛利亚接受了天使的话，并且相信，她应在献身的服从中成为天主之
母（参路一 38）。她在探访依撒伯尔时，向至高者颂扬，因为祂向信靠祂的人施展
了大能（参路一 46-55）。她怀着喜悦和惶恐，诞生了她的独生子，却保存了她的
童贞（参路二 6-7）。她信赖她的夫婿若瑟，带耶稣到埃及逃难以避免黑落德王的
迫害（参玛二 13-15）。在主耶稣讲道时，她以同样的信德跟随着祂，并与祂一起
走上加尔瓦略山（参若十九 25-27）。玛利亚以信德品尝了耶稣复活的果实，并将
一切默存在她心中（参路二 19，51），把这一切传达给集合在晚餐厅中，期待领受
圣神的十二位宗徒（参宗一 14；二 1-4）。
由于信德，宗徒们抛下一切跟随师主（参谷十 28）。他们相信了祂讲述天国的话语
──天国已来临，并在祂身上实现（参路十一 20）。他们与耶稣度过了团体生活，
祂以祂的教诲培训他们，留给他们新的生活规律，藉此规律，在祂死后，他们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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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出来是祂的门徒（参若十三 34-35）。由于信德，宗徒们往普天下去，遵守向
所有的受造物传播福音的命令（参若十六 15），并毫不畏惧地向众人宣报复活的喜
乐，忠实地为主的复活作见证。
由于信德，门徒们组成了第一个团体，聚集一起聆听宗徒们的教诲、祈祷、举行
感恩祭、把一切皆归为公用（参宗二 42-47）。
由于信德，殉道者献出他们的生命，为福音的真理作见证──福音改变了他们，
并使他们献上伟大爱的礼物：宽恕他们的迫害者。
由于信德，男女人士向基督奉献了他们的一生，放弃一切，以福音的纯真度听命、
神贫和贞洁的生活，作为期待主即将来临的具体标记。由于信德，许许多多的基
督信徒，推动正义的行动，将主的话付诸实施──祂来是宣告释放压迫，宣布上
主恩慈之年（参路四 18-19）。
由于信德，数世纪以来，不同年龄的男男女女──他们名字已写在生命册上（参
默七 9；十三 8），公认了追随主耶稣的美好，就是说，他们到处活出基督信徒的
见证：在家庭、在职场、在公众场所、在行使托付给他们的神恩和职权时。
我们也由于信德而生活：为了要有活力地承认主耶稣临在我们的生活和历史中。
14. 信德年也是加强爱德见证的好机会。圣保禄提醒我们：「现今存在的，有信、
望、爱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是爱。」（格前十三 13）圣雅格以更强烈的话语，表
达基督徒应有的义务，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难道这信德能救他吗？假设有弟兄或姊妹赤身露体，且缺少日用粮，
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他们说：『你们平安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却不给
他们身体所必需的，有什么益处呢？信德也是这样：若没有行为，自身便是死的。
也许有人说：你有信德，我却有行为；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我便会藉
我的行为，叫你看我的信德。」（雅二 14-18）
没有爱德的信德结不出果子来，而没有信德，爱德会是一种不断受到疑问困扰的
情感。信德和爱德相生相成，而彼此又允许另一方各奔前程。许多基督信徒奉献
一生给那些孤独的、边缘的或被排斥的人，以及给那些马上需要我们关心和支持
的人，因为基督本身的面目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由于信德，我们能在那些需要
我们的爱的人们身上辨别出复活的基督的面容。
「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
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玛廿五 40）我们不该忘记这一番警告的话和持续的
8

邀请──要以爱报爱对主。是信德使我们能认出基督来，是祂的爱催促我们，当
祂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成为我们的近人时去帮助祂。让我们依恃信德，满怀希望
投身于这世界的服务，
「等候正义常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
（伯后三 13；参默廿一
1）
15. 当圣保禄抵达生命终点时，他要求他的弟子茂德，以他从小就一直秉持的坚忍
（参弟后三 15）去追求信德（参弟后二 22）。我们感觉到，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人
的邀请，好使没有人在信德中变得怠惰。信德是我们一生的伴侣，使我们能察觉
到天主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奇事。每当我们纵观现世的时代征兆，信德就束缚我们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成为复活主现世临在的生活的标记。世界今日特别需要的，
是可信的见证──作见证的人的心灵被天主圣言光照，能让许多人敞开心门，渴
望天主和无尽的生命。
「主的圣道，顺利展开，并得到光荣」
（参得后三 1）：愿信德年使我们与主基督的关
系越发坚定，因为只有在祂内，才能确定展望将来，并有真正而永久的爱的保证。
圣伯多禄的这番话以最后的一道光线照亮信德：
「为此，你们要欢跃，虽然如今你
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比经过火炼而
仍易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好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堪受称赞、光荣和尊敬。你
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爱慕祂；虽然你们如今仍看不见祂，还是相信祂；并且以
不可言传，和充满光荣的喜乐而欢跃，因为你们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灵魂的救
恩。」
（伯前一 6-9）基督信徒在生活上体验到喜乐和痛苦。多少圣贤曾在孤独中度
日！多少信徒，即使今日，受到天主缄默的考验，而他们本来想要听到祂慰藉的
声音！生活的考验，一方面帮助我们了解十字架的奥迹，并分担基督的苦痛（哥
一 24），但也是信德引领而来的喜乐和望德的前驱：「因为我几时软弱，正是我有
能力的时候。」（格后十二 10）我们坚信，主耶稣战胜了罪恶及死亡。由于这确实
的信念，我们将自己托付给祂：祂在我们中间，战胜了邪恶的势力（参路十一 20）；
而教会──天主慈悲的可见团体，在祂内成为与父修好的最终标记。
我们将这恩宠的时刻托付给天主之母──她「信」了，因而被称为是「有福的」。
（参路一 45）
教宗本笃十六
在职第七年
二○一一年十月十一日发自罗马圣伯多禄大殿
（台湾地区天主教主教团秘书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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