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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

第59屆世界聖召祈禱日文告
2022年5月8日

「我們受召去建立人類大家庭」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在這些日子裡，正當戰爭及弱肉強食的寒風仍然吹拂
著，非黑即白的現象又屢見不鮮，而我們作為教會，已
開啟了共議性的歷程：意識到同道偕行的迫切性，並藉
此一同培養出聆聽、參與和分享的文化特色。我們要與
所有的善心男女作出貢獻，去建立人類大家庭，治
療這大家庭的創傷，並為一個美好的未來付諸實踐。一
個共議性的教會要求我們聆聽天主和世人，所以藉此脈
絡，我想在第59屆世界聖召祈禱日，與你們一起省思
「聖召」更廣泛的意義。

我們所有的人都受召去成為教會使命的執行者

為教會而言，共議精神、同道偕行，是一個基本的召
叫。只有在這視野中，我們才能發現並珍惜不同的召
叫、神恩與職務。與此同時，我們知道教會的存在是為
了福傳、向外開展，並在歷史中播下福音的種子。為
此，要達成這樣的使命，只有當所有牧靈關懷的條件都
集合起來，並且有主的使徒們在一開始就參與其中，才
有可能。事實上，「藉著洗禮每位天主子民成為門徒，
皆以傳教為重的（參閱：瑪廿八19）。所有受洗者，無
論他們在教會內有何職位、有何信仰培育水準，都是福
傳的執行者」（《福音的喜樂》120）。我們必須避免使
司鐸與平信徒隔離的心態，以為前者是首要的執行者，
後者是次要的，反而我們──平信徒與牧者，都必須同
樣以天主子民的身分，一起推展基督徒的使命。整個教
會就是一個福傳的團體。

我們受召去成為彼此和受造界的守護者

「召叫」這詞彙不應以狹義的方式去理解，僅限於那些
在獻身生活的獨特道路上跟隨主的人。我們所有的人都
受召去參與基督的使命，把分散的人類聚集起來，並使
人類與天主和好。更廣義地說，每一個人，在與基督相
遇以及擁抱基督信仰之前，就已得到生命的禮物作為根
本的召叫：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天主所悅納、所愛的受造
物──天主對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獨一無二且特別的計
畫，也就是存留在每一個男女心中的神聖火花，我們都
受召在人生的旅途中使它發展，藉此使人類在愛與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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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的激發之下成長。我們都受召成為彼此的守護者，
建立和諧與分享的關係，治癒受造界的創傷，好使它的
美不致被摧毀。簡而言之，我們受召，是為了在受造界
這美妙的共同家園、在它和諧的多元化中，成為一個獨
一無二的大家庭。在這廣義的理解之下，不只是個人，
國家民族、團體和不同性質的群體都有一個「召叫」。

我們受召去迎接天主注視的目光

在這廣大的共同召叫中，天主予以我們每一個人獨特的
聖召。祂藉著愛進入我們的人生，並將之導向它的最終
目的，逾越死亡的界線。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天主都
是這樣看我們的人生。

相傳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曾說過：
「每塊大石裡都隱藏著一座雕像，而雕塑家的任務就是
去發現它。」如果這就是藝術家的目光，那麼天主注視
我們的目光則更是如此：天主在納匝肋的那位少女身上
看到了天主之母；祂在約納的兒子漁夫西滿身上看到了
伯多祿──可以將教會建立在上面的磐石；祂在稅吏肋
未身上認出了聖史瑪竇；祂在掃祿──鐵石心腸的基督
徒迫害者──身上看到了保祿、外邦人的宗徒。天主愛
的目光總是接觸我們，觸動我們，釋放我們和轉變我
們，使我們成為新造的人。

每個召叫的驅動力皆在於此：我們是藉著天主目光的接
觸而被召叫的。聖召，如同聖德，並非是一種特殊的經
驗，只保留給少數人。聖召是給眾人的，一如「鄰家的
聖德」（參閱：《你們要歡喜踴躍》宗座勸諭，6~9），

因為所有的人都被天主注視，也被祂召叫。

有一句東方的諺語這樣說：「一位賢者，看見鷹蛋，就
看到一隻老鷹；看見一粒種子，就看到一棵大樹；看見
罪人，就會從中看到一位聖人。」天主就是這樣看我
們：祂在每一個人身上看到有時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
潛能，並透過祂在我們一生中孜孜不倦的運作，使我們
得以發現並發揮自己的潛能，為公共利益服務。

藉由那神聖雕塑家的工藝，聖召就這樣誕生──祂的
「雙手」使我們走出自我，並使我們成為祂所悅納的傑
作。尤其是天主聖言，它不但把我們從自我中心主義中
釋放出來，更能淨化我們，光照我們和重造我們。因
此，讓我們聆聽天主聖言，讓自己能向天主託付給我們
的聖召開放！也讓我們學習在信仰中聆聽我們的弟兄姊
妹們，因為在他們的忠告和榜樣中可能隱藏著天主的舉
動，藉此向我們指出要踏上的常新途徑。

我們受召去回應天主注視的目光

天主富於仁愛及創意的目光在耶穌身上以獨特的方式接
觸我們。在談到富有年輕人的時候，聖史馬爾谷告訴我
們：「耶穌定睛看他，就喜愛他」（谷十21）。耶穌充
滿愛的目光落在我們當中的每一位男女身上。弟兄姊妹
們，讓我們被這目光觸動，讓祂來引領我們走出自我！
並讓我們學習以對方能感到被接納的方式來彼此看待，
不論他們是誰，都能發現到有「一位」以愛去注視他
們，並邀請他們去發揮他們所有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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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迎接這目光，我們的人生就會有所轉變。一切都成
為我們與主之間，以及我們與他人之間在聖召上的對
話。對話──若活出它的深度──經常使我們更成為
我們自己：在司鐸聖召中成為基督恩寵與慈悲的工具；
在獻身生活聖召中成為天主的讚頌和新人類的先知職；
在婚姻聖召中成為夫妻彼此的禮物和生命的傳遞者及教
育者。總而言之，在教會裡的每一種聖召和職務都召叫
我們以天主的目光去看人看事，實踐善行，並以言以行
去傳揚愛。

我想在此分享有關西斯内羅斯（José Gregorio Hernández 
Cisneros）醫師的故事。當他在委内瑞拉的卡拉卡斯行
醫時，他想要成為在俗方濟會會士。後來，他想進入方
濟會成為神父，可是他的健康不允許他這樣做。於是，
他明白了他的召叫就是專業醫師，特別投身於貧困者的
服務。接著，他竭盡全力地服務患了肆虐全球的「西班
牙」流感的病人。當他為一個年長的女病人買藥，離開
藥局的時候，他就被一輛汽車撞倒而喪命。他是一個模
範，見證了接受上主召叫的真實意義，並完全投身其
中。他在一年前被列真福品了。

我們被召集去建立一個兄弟情誼的世界

身為基督徒，我們不只受召──即每一個人都領受一個
個人的聖召──卻也是被「召集」。我們就如同一幅
馬賽克圖裡的小磚塊，每一塊都可愛，但只有把它們放
在一起的時候，才會形成一幅畫。我們中間的每一位男
女，都像是一顆星一樣，在天主的心中和在宇宙的穹蒼

閃耀著，但我們卻受召共同組成一個星座，為能在我們
的生活環境中指引和照亮人類的路途。教會的奧祕，正
是在彼此相異中和諧共處，成為整個人類受召的標記和
工具。為此，教會必須要日漸富有共議精神：能夠同道
偕行，在和諧的多元化中結為一體，在這一體中眾人都
能作出貢獻並積極地參與。

所以當我們談論「聖召」時，意思不只是選擇這一種或
那一種的生活方式，將我們的整個生命獻給一種特定的
職務，或跟隨一個修會大家庭、一個教會運動或團體的
神恩所散發的吸引力；而是實踐天主的夢想──耶穌向
天父祈求時，心中所懷的偉大計畫：「願眾人都合而為
一！」（若十七21）。在教會裡的每一個召叫，以及廣
義地在社會裡的召叫，都導向一個共同目標：在一眾男
女中體現出那只有聖神才能造就的各種不同恩賜的和
諧。各位司鐸、男女度獻身生活者和平信徒，讓我們並
肩同行、攜手合作，一同去見證：一個在愛中結合為一
的人類大家庭並不是烏托邦，而是天主創造我們的真正
目的。

弟兄姊妹們，讓我們祈禱，願天主子民在人類歷史的滄
海桑田中日漸踴躍回應這個召叫。讓我們祈求天主聖神
光照我們，好使我們當中的每一位男女都能找到自己的
定位，並對天主的計畫作出最好的貢獻。

方濟各

羅馬，拉特朗大殿
2022年5月8日，復活期第四主日

（台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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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

第56屆世界傳播日文告
用內心的耳朵去聆聽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為了查明事實，並能以親身經歷、與人相遇的基礎來報
導，我們去年默想了「來看一看」的必要性。現在，我
想順著這個脈絡繼續關注另一個動詞：「聆聽」，它不
但是溝通的關鍵，也是真實對話的條件。

其實，不論是在日常的人際關係當中，或是在討論公民
生活的重大議題時，我們面對自己眼前的人，都漸漸失
去了聆聽的能力。與此同時，在資訊傳播的領域中，聆
聽的模式正在經歷一種重大的全新發展，各式各樣的播
客（podcast）和音訊平台（chat audio）證實了：聆聽，
仍然是人際溝通的本質。

曾經有人請教一位受人敬重，且擅於治療心靈創傷的醫
生：「人最大的需求是什麼？」他回答說：「是能夠不
斷地被聆聽。」這份渴望時常不為人知，卻又挑戰著每
位受召成為教育人員、培訓導師，以及那些擔任溝通角
色的家長和老師、牧者與牧靈工作者、資訊人員，以及
其他社會或政治工作者。

用內心的耳朵去聆聽

我們從聖經中學習到，聆聽的意義不僅是聲音的感知，
在本質上更是人類與天主對話的關係。「以色列！你要
聽（Shema Israel）」（申六4），梅瑟法律的第一條誡
命就是以這句話開始的，且在聖經中一直反覆出現，以
至於連聖保祿宗徒都肯定說：「信仰是出於聆聽」（參
閱：羅十17）。其實，最初是天主主動向我們說話，而
我們的回應，就是去聆聽祂。歸根究柢，這種聆聽也是
來自祂的恩寵，就如新生兒也是這樣去回應父母的目光
與聲音。在五種感官裡，天主似乎特別喜歡聽覺，也許
是因為它比較沒有侵略性，比視覺更沉穩，因而使人感
到自在。

「聆聽」符合天主謙遜的作風。天主是藉著言語創造人
類為祂的肖像，並藉著聆聽視人類為談話的對象。天主
愛人，因此向人傳達祂的聖言，也因此「側耳」俯聽
人。

可是，人類為了不要聆聽，反而寧願逃避關係、置身事
外和「塞住耳朵」。拒絕聆聽的後果，就是時常會對他
人產生敵意，就像那些聽到聖斯德望執事說話的人，他
們掩住自己的耳朵，一起向他撲過去。（參閱：宗七
57）

然而，天主總是無條件地向人溝通來自我啟示，而人也
需要與天主同調，好能準備好去聆聽。上主明確地召叫
人類與祂建立一個愛的盟約，好使人在聆聽、接納及給
予他人空間的能力上，成為真正的自己：天主的肖像與
模樣。其實，聆聽就是愛的一種面向。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要祂的門徒們去檢查他們聆聽的素
質。「你們應當留心要怎樣聽」（路八18）。這是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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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撒種的比喻之後對他們的勸戒，要他們明白：只有
聽是不夠的，還必須要用心地聆聽。只有那些以「善良
和誠實」的心來傾聽並忠實地遵守聖言的人，才會結出
生命和救恩的果實（參閱：路八15）。我們所聆聽的
對象、聆聽的內容，以及聆聽的方式，這一切都要注
意，才能在溝通的藝術上有所成長，其關鍵不在於理論
或技巧，而是在於心靈的開放，使人的關係得以拉近。
（參閱：《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171）

我們都有耳朵，但是很多時候就算是那些聽力健全的
人，也無法聽到其他人的聲音。其實，有一種內在的失
聰，比身體上的失聰還要糟糕。聆聽不僅關乎聽覺，更
是關乎整個人。聆聽真正的位置，是在內心。撒羅滿王
雖然非常年輕，卻能展現出他的智慧，因為他向上主求
的是一顆「聆聽的心」（參閱：列上三9）。聖奧思定曾
鼓勵要用「心」去聆聽（corde audire），不要靠外在的
耳朵來聆聽，但要以心神中的耳朵聆聽：「你們的心不
要在耳朵裡，但耳朵要在心裡。」1 聖方濟•亞西西勸勉
他的弟兄們要「在心中垂耳傾聽。」2

因此，在追求真正的溝通時，要重新發現的聆聽，就是
去聆聽自己、聆聽自己最真實的需要──那些銘刻在每
個人內心深處的需要。而我們若要重新開始，就要聆聽
自己心中想要與他人和與天主建立關係的渴望──這渴
望使我們在受造物中獨一無二。我們受造，不是為了像
原子一般地生活，而是為了生活在一起。

1　 「Nolite habere cor in auribus, sed aures in corde」。（道理
380，1：Nuova Biblioteca Agostiniana 34，568）。

2　  致修會全體的信函（Lettera a tutto l’Ordine）：《方濟大
全》（ Fonti Francescane），216。

聆聽作為良好溝通的條件

有一種聽覺的運用方式，不是真正的聆聽，正好相反，
是竊聽。事實上，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他人，竊聽和
偷窺的誘惑一直都存在，而在這個社群網路的時代似乎
更變本加厲。然而，真正能使溝通更美好和更有人情味
的，就是去面對面地聆聽我們眼前的人，懷著坦誠、信
任與正直的心去聆聽對方。

缺乏聆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時常經驗到的情況，遺
憾的是，在社會生活中顯然也是如此，我們不但沒有互
相聆聽，還時常「各說各話」。會產生這種癥狀，就是
因為比起真理與良善，我們更加追求共識；比起聆聽，
我們又更加在意聽眾本身。然而，良好的溝通不求譁眾
取寵，也不以嘲弄對方為目的，而是去注意到他人的想
法，並嘗試理解事實的錯綜複雜。可惜的是，即便在教
會還是會產生意識型態、使得人們不再聆聽，只剩下言
詞空洞的對立爭論。

事實上，我們在許多的對話中都沒有真的在溝通。我們
只是在等別人把話講完，然後再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對
方而已。這些情況正如哲學家卡普蘭所言，3 對話成了
一種對白：兩人各自進行獨白。然而在真實的溝通中，
「我」和「你」兩個主體都在「走出自我」，通往彼
此。

因此，聆聽是對話及良好溝通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沒有

3　  參閱：《對話的人生》（The l i fe  o f  d ia logue），J .  D. 
R o s l a n s k y 編 輯 ， 《 溝 通 － － 諾 貝 爾 會 議 中 的 討 論 》
（Communication. A discussion at the Nobel Conference）。
阿姆斯特丹，北荷蘭出版社，1969，第89~198頁。



2022／No.398 2022／N0.398

台灣地區主教團月誌  1312

20 20

台灣地區主教團月誌  1312

聆聽，就不會有溝通；沒有傾聽的能力，也不會有優質
的新聞媒體。如果要提供扎實、周全而完整的資訊，就
需要有長時間的聆聽。不論是報導一則事件或是在新聞
中描述一段經歷，都必須懂得聆聽，願意改變自己的想
法，放下自己的預設立場。

誠然，只有放下自己的獨白，才能夠讓不同的聲音達到
和諧，從而保證真實的溝通。正如專家教導我們：「不
要滿足於當下的情況」。聆聽不同的訊息來源，可以確
保我們所傳遞的訊息是可靠而慎重的。我們若能聆聽不
同的聲音，而弟兄姊妹們在教會裡也彼此聆聽，我們便
得以發揮分辨的藝術，常能在交響樂的不同聲音中，找
到自身的定位。

但是，為什麼要致力去聆聽呢？聖座的一位大外交官，
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樞機曾提到過一種「在忍
耐中的殉道」。為了在自由受到限制的情況下獲取最大
的益處，在與最難協商的談判者對話時，不但需要去聆
聽，也需要被聆聽。即使情況不那麼棘手，但聆聽終究
要有耐心這一美德，以及讓自己被真相震驚的能力，即
使我們正在聆聽的對象所講的真相只有一小部分，也是
如此。只有驚奇才使人獲得知識。我想到孩子們那無窮
的好奇心，他們睜大眼睛去觀看自己周遭的世界。以這
種心態──在成人的意識中帶有孩童的好奇心──去聆
聽，總能使人獲益匪淺，因為不論有多瑣碎，總是有些
東西是我們可以從他人身上學習到，並在自己生命中結
出果實的。

在飽受疫情重創的這段漫長時間裡，我們聆聽社會大眾
的能力，比以往更富有意義。眾人對於「官方資訊」

積累的許多不信任，已經釀成了一種「資訊流行病」
（infodemic），此種情況使得資訊的世界越來越失去
可信度、越來越不透明。在面對很多經濟活動的停止與
衰退所造成社會大眾的焦慮時，我們特別需要去側耳細
聽。

被迫移民的現實也是個複雜的議題，誰都沒有現成的解
決方案。我要重複：為了克服對移民的偏見，也為了讓
我們堅硬的心變得柔軟，我們必須試著去聆聽他們的故
事。我們要讓他們每個人都能說出自己的名字、自己的
故事。有很多勇敢的新聞工作者已經這樣做了。很多其
他的人，只要能夠這樣做，都會願意的。我們要鼓勵他
們！我們要聆聽這些人的故事！如此一來，每個人就都
能在自己的國家中，自由地去聲援他們認為最合適的移
民政策。但無論如何，我們眼前看到的不再是數字，不
再是危險的侵略者，而是我們可以去聆聽的活生生的一
眾男女、他們的面貌與故事、他們的目光和他們的期待
與痛苦。

在教會內彼此聆聽

在教會內也是如此，非常需要去聆聽和傾聽別人。這就
是我們能給予彼此最珍貴，也最富有動力的禮物。「基
督徒已經忘記，聆聽的職分已託付給了他們，而將之託
付給他們的那一位，祂自己就是最偉大的聆聽者，他們
要分擔的正是祂的工作。我們必須以天主的耳朵去聆
聽，我們才能說出天主的話語。」4 因此，基督教的神學
家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提醒我們：
「在共融當中，我們應該為他人做的首要服務，就是去
4　 迪特里希‧潘霍華，《共同的人生》（La vita comune），

Queriniana，Brescia，20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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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他們。如果有人不懂得聆聽自己的弟兄，那他很快
就會失去聆聽天主的能力。」5

在牧靈關懷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耳朵的使徒工作」
──先聆聽，再說話；正如雅各伯宗徒所勸戒的：「每
人都該敏於聽教，遲於發言」（雅一19）。自由地給出
一些時間來聆聽他人，就是愛德的第一個行動。

共議性的歷程才剛剛開始。我們祈願這能成為一次互相
聆聽的莫大機會。其實，共融並不是策略和計畫的結
果，而是建立在弟兄姊妹之間的互相聆聽。在一個聖詠
團當中，整體的聲音並不是完全一樣或單一的聲部，而
是各式各樣的聲音，是多聲部音樂。如同聖詠團在歌唱
時，每個人都聆聽其他人的聲音，使彼此得以達致整體
的和諧。這種和諧是作曲家所構想出來的，但若要體
現，卻是要倚賴每一個人的聲音所交織出來的和聲。

若懷著這樣的意識去參與一個先於我們並包含我們的共
融，我們就能重新發現一個猶如交響曲的教會，裡面的
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聲音來歌唱，去接納別人的聲
音，就像接納一份禮物一樣，從而展現天主聖神所創作
的整體和諧。

教宗方濟各
羅馬，拉特朗聖若望大殿
2022年1月24日，聖師方濟•沙雷主教紀念日

（台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5　 參閱：同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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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 函

主愛的弟兄姊妹： 

5月29日耶穌升天節是第56屆世界社會傳播日，教宗方濟
各2022年《世界傳播日文告》以「以心靈的耳聆聽」為
主題，強調了「聆聽」的品質。教宗指出：「人們迅速
失去聆聽他人的能力，同時由於新的溝通形式，聆聽正
在建構新的發展。這些趨勢展現出聆聽仍是人與人溝通
不可或缺的要件。惟不只報導要聆聽許多聲音，以確保
他們傳遞的消息可靠又真切，『引導不同的聲音發出共
鳴』，在教會裡也非常需要互相聆聽，白白付出自己的
時間去聆聽他人，乃是首要愛德之舉。」

誠如聖保祿宗徒所言：「信仰是出於報道。」（羅十：
17）教宗解釋道：「聆聽符合天主謙遜的風格」，祂藉
著發言啟示自己，又在聆聽男男女女時，把他們看作自
己交談的對象。相對地，人類蒙召調整自己的頻率，側
耳傾聽，而天主召叫人類締結愛的盟約。因此，「聆聽
具備愛的幅度。」

在全球為滾動式疫情侵擾的同時，如教宗方濟各所說
的：危機應當被視為轉機，在危機中互相扶持激發「眾
志成城」的信仰力量。也因著疫情，我們更看見福傳工
作透過網路及社群媒體所發揮的正能量，但也感受到
「假新聞」帶來的負面效應，因此，2019年主教團秋季
會議同意在各教區設置新聞窗口；2021年秋季會議同意

恢復「大眾傳播委員會」之設置暨更名為「社會傳播委
員會」，並將真理電台及各教區媒體小組納入「社會傳
播委員會」。未來「社會傳播委員會」將因應全球性之
數位匯流發展趨勢，規劃各級天主教會媒體傳播之傳教
維度，期更能為地方教會和福傳服務，以收社群媒體福
傳之綜效。

真理電台在主教團的帶領下，將各教區訊息經「真理新
聞」予以傳播，讓信友在第一時間與教宗同步，於2022
年3月25日在聖伯多祿大殿參與懺悔禮儀，將俄羅斯與烏
克蘭奉獻於聖母無玷聖心；掌握嘉義浦英雄主教就職盛
典、大林加爾默羅聖若瑟隱修院啟用、與全台各教區在
甄選禮中喜迎候洗者等新訊，第一時間傳遞到YouTube等
社群媒體訂戶手中。真理電台的YouTube平台已有逾萬名
訂戶，在Facebook粉絲專頁也為數萬人追蹤，期待這有
力的平台因您的支持更為健全。 

在每台彌撒中，教友都接受派遣去「傳報福音」，5月29
日「世界社會傳播日」請您持續踴躍捐款，強化媒體福
傳力量。2021年社會發展委員會收支仍不足33餘萬元，
而真理電台平台每年運作經費需250餘萬元，更需您大力
捐助，讓更多人藉此與基督相遇。 

主祐  平安喜樂

台灣地區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 

  主任委員　 　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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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次主教團 
[春季]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2022年4月18日至4月22日

地點：主教團辦公大樓（台北市安居街39號）

主席：李克勉主教

出席：鍾安住總主教、劉振忠總主教、蘇耀文主教、 
黃兆明主教、林吉男主教、浦英雄主教

列席：佳安道總主教代辨、達保祿代辨

紀錄：陳 科神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前禱（略）

主席致詞（略）

佳安道總主教代辦致詞：

• 感謝主教團過去在工作上予以的支持。

• 即使俄烏戰爭仍在進行，但和平是有可能的，而且更
有需要福傳。

《你們去宣講福音》宗座憲章的內容介紹、意義及目

的：其主要目的是教會「傳教使命的轉變」，為使教會
在多元化的新紀元傳教使命，符合基督耶穌的傳教命令
（參閱：谷16:15）。為此，教廷重新規劃的國務院，到
16個聖部（dicasteries），以及規模較小的「處」和其他
「機關」，內部組織都經過大小不一的重整，為使各自
在專一的領域上完成使命，追求共同的目的，就是達成
主基督的委託給教會的傳教使命。由於傳教是每一個領
了洗的人的使命，因此，在聖座部會重組之後，平信徒
有可能被教宗任命擔任部長。在《你們去宣講福音》裡
提到新的16個聖部，最重要的是「福傳部」（Dicastery 
for Evangelization），並由教宗親自帶領。傳教是教會
從主耶穌基督所領受到的使命，而傳教必須要與世人溝
通，交談。因此，《你們去宣講福音》宗座憲章也勾勒
出普世及地方教會日後傳教工作的優先順序：福傳行
動，教義宣講，愛德見證。三者有其不變次序，並不可
缺一，即先要有溝通，交談的行動，然後宣講正確的基
督信仰，並被愛德行動見證。

- 告辭並祝福。

達保祿代辦致詞

• 「聖伯多祿善會募捐」（Peter’s Pence）與「聖伯多
祿宗徒善會（The Society of St. Peter the Apostle）－－
為宗座捐獻」工作上的區別。

• 各教區主教應照教區的財力給宗座提供依時代環境所
需要的補助，以能妥善為普世教會服務。（參閱：
《天主教法典》第127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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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座傳信善會由 4 個善會所組成：一、傳信善會；
二、聖童善會；三、聖伯鐸宗徒善會、四、聖職聯
會。（參閱：《天主教法典》第781~791條）

• 「聖伯多祿善會募捐」（Peter’s Pence）是教友每年6
月29日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兩位宗徒慶日，在彌撒中作
的自由奉獻，為支持宗徒伯多祿繼承人－－教宗在普
世教會的傳教使命，透過兩種方式：一、教廷所統籌
一些相關活動，如：培育、傳播事業、促進人類整體
發展、教育及社會正義；二、給予最需要教宗救助的
人。（參閱：《天主教法典》第221條1項、第1261條
1項、第1267條3項）

• 各教區應匯集每年堂區教友的「聖伯多祿善會募
捐」，與教區主教要作的「聖伯多祿宗徒善會－－為
宗座捐獻」，分開匯到大使館。

• 以上兩個捐獻，一個來自教友們（「聖伯多祿善會
募捐」），另一個來自教區主教「聖伯多祿宗徒善
會－－為宗座捐獻」，兩者金額不拘，旨在奉獻的象
徵性：平信徒與主教們藉此跟教宗及聖座保持精誠團
結，並支持教宗和教會在世界各地的傳教工作，以體
現教會在傳教工作上的合一。

報告

一、祕書處

A、天主教2020年鑑統計

- 由梵蒂岡教會數據中心整理的2020年數據（涵蓋了最
近幾年的數據），來自於2022年的《宗座年鑑》，以及
2020年的《教會數據年鑑》。根據梵蒂岡2月18日發布的
統計數據，2020年全球天主教人數估計增加了1600萬，
達到13.6億人。與前幾年一樣，教會在亞洲（1.8%）和
非洲（2.1%）增長最快，而在歐洲則增長地最為緩慢
（0.3%）。全世界有接近一半（48%）的天主教徒都生
活在美洲，其中有 28% 是在南美洲。

- 全世界的主教人數有些微的減少，從2019年的5,364人
減少到2020年的5,363人 （註：也就是少了一位主教）。
根據梵蒂岡新聞報導：在2020年底，共有410,219名神
父，比2019年減少了4,117人。雖然北美和歐洲的神父
人數有所下降，但非洲和亞洲的神父人數則「有明顯增
加」。2020年，全球約40%的神父居住在歐洲，29%居住
在美洲，17%居住在亞洲，12%居住在非洲，1%居住在
大洋洲。全球每位神父平均面對的教友人數，從2019年
的3,245人上升到2020年的3,314人。在歐洲，每位神父平
均是1,746人，美洲2,086人，非洲5,089人。

- 終身執事的人數有所增加，從2019年的48,238人增加到
2020年的48,635人。歐洲的終身執事人數則從15,267人略
微下降到15,170人。

全球非聖職人員（非神父）的男性修會會士人數，從
2019年的50,295人增加到2020年的50,569人，其中非洲
（1.1%）、亞洲（2.8%）和歐洲（4%）有所增加，而
美洲（-4%）和大洋洲（-6%）則有所減少。全球女性
修會會士人數，則從2019年的630,099人下降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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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19,546人，下降了-1.7%。但非洲（3.2%）和亞洲
（0.2%）的人數都有所上升，而歐洲（-4.1%）、美洲
（-2.8%）和大洋洲（-5.7%）則有所下降。

- 2020年的修士人數為111,855人，而2019年為114,058
人。歐洲（-4.3%）、美洲（-4.2%）和亞洲（-3.5%）的
人數都有明顯地下降，但非洲則增長了2.8%（從32,721
到33,628人）。

B、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事項：

1. 2021年主教團第六次[秋季]會議決議：「各教區2022
年4月30日提交報告主教團（英文）。教區報告旨
在反映教區實際狀況，因此，在諮詢過程中若遇到
困難，以致某次諮詢會議無法召開，亦可列為報告
內容，作為主教辨明的事項。」按照總祕書處的指
示：

• （…）同時，每個教區都應撰寫一份綜合報告，最終
各主教團也應撰寫一份。無論在任何層級，這些綜合
報告的目的並不是為會議做一份完整地包括各方面的
撮要，也不是為了完成一份學術上的習作。相反，這
份綜合報告是一次辨明，為選擇並紀錄那些對這次世
界主教代表會議進程的下一階段有幫助的內容，並送
交教區（如諮詢是在教區內進行的），最終把綜合報
告送交主教團。在這意義上，綜合報告並不只是滙報
普遍的趨勢和達到一致的意見，但也應突出那些引起
共鳴的、啟發原創觀點的，以及開創新視野的內容。
綜合報告應特別注意那些不是常聽到的聲音，並將之

納入我們稱其為「少數意見報告」當中。綜合報告所
紀錄的回應，不應只突出正面的經驗，也應帶出具挑
戰性和負面的經驗，以反映所聆聽到的實況。地區聚
會中的「經驗」應在回應中傳達出來：如參與者的態
度和一同參與辨明時的喜樂和挑戰，以及教區執行總
祕書處決策時的困難…。

2. 總祕書處致司鐸們的信函（參閱附件）

C、聖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來函：慶祝第二屆世界祖
父母及長者日（參閱附件）

D、FABC事項： 

1. 貌波樞機來函

2. FABC 50週年大會委員會會議紀錄

3. FABC 50週年大會

時間：2022.10.12 (三) 16:00 ~ 2022.10.30 (日)。

地點：曼谷Baan Phu Waan牧靈中心。

主教團開會代表：鍾安住總主教、李克勉主教、浦英
雄主教

E、傳信部部長Tagle樞機訪台行程

F、傳信部來函：榮休主教事宜

G、輔仁大學醫院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決定
書〉第4選項的「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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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總務報告

1. 內政部111/2/11台內民字第1110007297號函已予同意
備查本法人與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土地變更為互
設地上權方案。

2. 員工守則第十章第26條強制退休

勞動基準法第54條：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
不得強制其退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109年12月4日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正式
施行，其中第28條規定「六十五歲以上勞工，雇主
得以定期勞動契約僱用之。」這也賦予事業單位有
更多誘因聘僱高齡者，以更具彈性的方式來運用人
力。

3. 一樓會議室A&B將於111/4/11~8/8每周一上午8:30-
17:30借予輔仁大學推廣教育家庭教育專業課程學士
學分專班使用。

4. 2022第30屆台北國際書展展期6/2~6/7，聯合參展單
位:主教團、上智文化、輔大出版、聞道出版、佳播
思高及光啟視聽等共6個單位。

提案

一、主教團

提案A：審查主教團110年決算及執行業務報告書。

說明：

1、參閱附件【110年度決算書】及【110年度執行業務審
查】。

2、本案提請董事會討論議決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

決議：同意，通過。
提案B：110/12/17台內民字第11002246592號函指定宗教
團體法人於111/5/30前完成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計畫」並報部備查。

說明： 

1、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7條第3項及內政部指定宗教
團體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4條。目的為
本法人落實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護及管理，防止被
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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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計畫」（附件1），本案提請董事會討論議決
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同意，通過。
提案C：（略）

提案D：重整主教團委員會。

說明：

一、3月21日，教宗方濟各頒布了《你們去宣講福音》宗
座憲章，旨在改革並建立聖座的一些部會：

《你們去宣講福音》這個標題本身強調了所有輔佐教
宗牧職的單位都具備傳教幅度，肩負著福傳的核心職
責。羅馬聖座的本質是為普世教會服務，並在教宗領
導下提供協助，將教宗的普世牧靈使命推展至世界各
地。梅利諾主教表示，同道偕行的概念現在融入整個
架構，羅馬聖座在履行職責時逐漸增加與地方教會的
傾聽和對話。

聖座封聖部部長塞梅拉羅（Marcello Semeraro）樞機
多年來協助教宗方濟各和樞機們籌備這份文件，他在
記者會上提供了相關概述和歷史背景。這道新版宗座
憲章將取代現行治理羅馬聖座的《善牧》憲章。《善
牧》憲章由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88年6月28日頒
布，而新版憲章則將於2022年6月5日聖神降臨節生
效。塞梅拉羅樞機指出，《你們去宣講福音》這份文
件可追溯至2013年選舉教宗會議時的討論，以落實羅

馬聖座的改革。近年來，許多改革工作已落到實處，
甚至早於新版憲章的問世，但羅馬聖座所有單位還要
確保其現行章程完全符合新憲章的最終指示。

教會法學家、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榮休教授、耶穌會
士吉蘭達（Gianfranco Ghirlanda）神父也在記者會上
提出了他的見解。他 點出若干革新領域，包括平信
徒在羅馬聖座內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並有機會承擔領導
和管理職務，同時領聖秩者應盡的職責也得到認可。
吉蘭達神父也剖析了各地主教團在行使職權上的角色
和權力。他談到聖座保護兒童委員會所得到的特殊重
要性和顯著地位，因而納入聖座教義部。此外，吉蘭
達神父也提到聖座經濟和金融領域單位的改革及重
組，目的是符合最新標準並滿足當前所需。

吉蘭達神父最後總結道，在這一切改革的背後，是要
強調「內在的革新」，也就是要確保所有在羅馬聖座
服務的人各自的心思意念，更加關注當前個人的皈
依。這不僅關乎「日新又新」的組織架構，更是首先
與人息息相關。（摘自梵蒂岡新聞網報導）

二、按照《你們去宣講福音》宗座憲章的目錄，聖座的
部會如下：

16部會

福傳部（福音傳播部）
信理部（教義部）
愛德服務部 
東方教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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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聖事部  
聖人列品部
主教部
聖職部 
獻身生活及使徒生活團體部
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  
基督徒合一促進部  
宗教交談部  
文化教育部 
全人發展服務部（人類整體服務部）
法務部
傳播部 

司法機關

宗座司法單位
聖赦院
宗座聖璽最高法院
羅馬聖輪法院
經濟機關

經濟委員會
經濟祕書處
宗座遺產管理處APSA
審計處
保留事宜委員會
投資委員會
處

教宗宮廷管理處
教宗禮儀處
羅馬聖教會總司庫 

三、至今主教團委員會名稱及其負責人如下：

現任主教團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委員

主任委員 委員

教義委員會 劉振忠總主教 鍾安住總主教
蘇耀文主教

福傳委員會 李克勉主教 黃兆明主教
蘇耀文主教

教友組 李克勉主教（負責人）

家庭組 李克勉主教（負責人）

青年組 鍾安住總主教（負責
人）

聖職委員會 李克勉主教 鍾安住總主教

禮儀委員會 蘇耀文主教 劉振忠總主教

社會發展委員會 黃兆明主教

亞洲真理電台 黃兆明主教（董事長）

臺灣明愛會 黃兆明主教（董事長）

教育文化委員會 劉振忠總主教 蘇耀文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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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教育關懷小
組 鍾安住總主教 林吉男主教
宗教交談與合作
委員會 鍾安住總主教 林吉男主教
移民觀光牧靈委
員會 林吉男主教（負責人）
健康照護牧靈委
員會 李克勉主教
原住民牧靈委員
會 李克勉主教 蘇耀文主教

此外，鑑於嘉義教區已有新的主教，主教團的委員會及其運
作方式也有必要重整，如同梵蒂岡新聞所報導的，作一「內
在的革新」，為落實共議精神。

決議：通過十個委員會及其主任委員與副主任委員如下表。
並於秋季會議提報各委員會新的組織架構與任務。若舊的委
員會成為新委員會之下的「組」，則原該委員會主任委員仍
應服務至秋季會議。 

主教團新委員會及主任委員

2022.04.20

教廷部會 主教團委員會 主任委員
福傳部（福音傳播
部） 福傳委員會 主任委員李克勉主教

信理部（教義部） 教義委員會 主任委員劉振忠總主教

禮儀聖事部 禮儀委員會 主任委員蘇耀文主教 
副主任委員浦英雄主教

聖職部

聖職與修會委員會
1聖職組 
2獻身生活及使徒團
體組 
3兩岸教育關懷組

主任委員李克勉主教

平信徒、家庭和生命
部

平信徒、家庭和青
年委員會 
1教友組 
2家庭與生命組 
3青年組

主任委員浦英雄主教 
副主任委員林吉男主教

基督徒合一促進部 
宗教交談部

宗教交談與合作委
員會 
基督徒合一促進委
員會

主任委員鍾安住總主教

文化教育部 教育文化委員會 主任委員蘇耀文主教

全人發展服務部 
（人類整體服務部）

全人發展委員會 
1社會發展組 
2明愛會 
3移民與移工牧靈關
懷組 
4健康照護牧靈關懷
組 
5正義與和平組

主任委員黃兆明主教 
副主任委員林吉男主教

原住民委員會 主任委員浦英雄主教

傳播部 社會傳播委員會 主任委員黃兆明主教

提案E：「堂區牧靈委員會（PPEC）指南」修訂相關事宜

說明：2021年主教團第六次[秋季]會議決議為：同意修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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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牧靈委員會（PPEC）指南」，並「將之列為2022年
春季會議第一提案，繼續討論。」之後，福傳委員會
主席－－李克勉主教召開過2022.01.15全國傳協會議及
2022.02.08與2022.03.07全國傳協章程修訂小組會議等三
次會議，按2021年主教團秋季會議給予意見討論成果。

一、本小組按主教團2021年秋季會議關於「堂區牧靈委
員會（PPEC）指南（稿）」（以下簡稱「指南」）
所提意見，討論修改「指南」（參閱：附件一）。

二、為便於堂區修訂章程，另按「指南」草擬「堂區牧
靈福傳委員會章程範本（稿）」（參閱：附件二）。

附件：

一、堂區牧靈福傳委員會（PPEC）指南（稿）

二、堂區牧靈福傳委員會章程範本（稿）

三、111年度各教區及堂區傳協會／牧委會改選時程
擬辦：

一、「指南」經主教團核可後，由現任全國傳協委員會
負責推行相關培育。

二、因全國傳協任期與各教區、堂區之傳協／牧委會任
期環環相扣，各教區、各堂區之傳協／牧委會同步留任
至完成堂區章程修訂及相關培育完成為止（參閱：附件
三）。

決議：通過「指南」草案，請教區依各自現況進行說明
與交流，於秋季會議報告。各教區仍依現行制度運作。 

堂區牧靈福傳委員會（PPEC）指南草案

主教團2022年春季會議通過

成立堂區牧靈福傳委員會（ P a r i s h  P a s t o r a l  & 
Evangelization Council）的教會法典規定：

• 5 3 6條－ 1項－如果教區主教在徵詢司鐸諮議會的意
見後，認為適宜，每個堂區得成立牧靈委員會，由堂
區主任主持，在委員會中，信徒與因自身職務參與堂
區牧靈事務的人，共同提供協助，以促進牧靈工作。

• 2 項－牧靈委員會祇享有諮議權，並受教區主教所作
的規定節制。

堂區牧靈福傳委員會的宗旨和目標

• 宗旨：協助本堂神父在計劃、組織、倡議、推動、協
調和審查堂區內的牧靈福傳、敬拜、宗教教育和慈善
服務等活動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 目標：

- 充分評估整個堂區及其成員的需求，並制訂和實施
促進堂區共同利益的牧靈福傳計劃。

- 在堂區培養團體意識（天主子民），並以最符合堂
區公益的方式協調所有堂區活動。

- 促進本教區、主教公署（辦公室）和牧靈福傳委員
會本身推行的計劃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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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資格

• 當然委員：本堂神父、副本堂神父

• 選舉和任命的委員

- 資格：
◆  領洗一年以上的天主教徒。
◆ 積極參與教會的聖事生活。
◆ 18 歲或以上。可以選舉或任命兩名十五至十八歲
的青年委員。

- 任期：
◆ 二年，可以連選或連任。
◆  會長得連任一次。（若有特殊情形由本堂主任司
鐸，向教區主教報備後，定奪。）

• 委員人數

- 本堂神父與堂區牧靈人員協商後，依堂區的規模，
確定 PPEC委員的人數，以及根據以下遴選規則和
任命的人數。

• 當選委員的遴選程序

- 在一個特別的祈禱週，堂區在選擇過程中請求聖神
的指導，依據各堂區方式提名候選人。

- 本堂神父可在PPEC的建議下制定進一步的規定，以

在必要時進行選舉的過程。

• 任命委員：本堂神父可以指定PPEC委員。由於選舉
過程可能導致委員不能充分代表整個堂區的團體和區
域性，本堂神父可以任命委員來實現這一目標。任命
委員人數不得超過委員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

堂區牧靈福傳委員會的組織

• 堂區牧靈福傳委員會的主席是主任司鐸，由委員會選
出會長協助主席執行委員會之決議。

- 會長與本堂神父會面，準備每次會議的議程。

- 根據本堂神父的判斷，可委請會長或其他委員主持
會議。

- 本堂神父因故無法出席PPEC的會議時，會長也可主
持會議，但不得開展新業務或未列入議程的議題。

• PPEC會議

- 只有本堂神父可以召集PPEC會議。

- 每年至少舉行四次PPEC定期會議。

- PPEC的會議通常對所有堂區教友開放。

- 堂區主任司鐸應鼓勵堂區工作人員參加或列席。

- 本堂神父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召集會議。   

• 每個PPEC的任務是通過議事規則來進行他們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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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這些規則必須反映真正的基督徒精神，關心
PPEC和堂區的所有委員。

• PPEC可以從其委員中選出滿足委員會需要的其他服
務人員，例如記錄祕書、執行委員。

• PPEC的會議記錄應公布給堂區教友。

• 如果本堂神父去世、辭職或被調任，向本堂神父提
供諮詢的PPEC 的主要職能將停止。但是，在本堂神
父空缺期間，PPEC會協助堂區副本堂神父或主教公
署指定的神職人員準備諮詢會議的堂區簡介材料。
PPEC應協助堂區歡迎新本堂神父。新本堂神父上任
後，他應在兩個月內召集現有的PPEC開會。

範圍和權限

• 作為諮詢機構，PPEC 對本堂神父負責，協助和支持
他發揮領導作用。他認可堂區委員的各種天賦，並邀
請他們在堂區發揮積極的領導作用。

- PPEC 應該是本堂神父聽到堂區聲音的重要管道。

- 通過與本堂神父的商議和協商，PPEC 幫助本堂神
父和堂區教友與居民團結起來。他們一起辨別堂區
的牧靈福傳需求以及解決這些需求的方式。

• 如果本堂神父和 PPEC 發生嚴重和持續的衝突，以至
於他們不能有效地合作，本堂神父必須請求總鐸或教
區副主教的協助以促進和解。如果總鐸或教區副主教
無法解決，最後交由教區主教處理裁決。

• 本堂神父若未進行處理或無法達成共識，會長得以向
總鐸或教區副主教請求協助。

堂區牧靈福傳委員會的特徵

• 祈禱。委員會在每次會議上花時間進行反思祈禱，
並且每年至少安排一次特殊的時間或會議，專門用於
祈禱、反思和精神分享。

• 牧靈福傳。該委員會是牧靈福傳的，因為其目的是
協助制定堂區的整體福傳計劃，以使基督永遠存在於
堂區教友和更廣泛的社區中。

• 代表性。委員會委員代表整個堂區社區，並以包括
所有堂區居民在內的關切來履行其職責。

• 有分辨力。通過虔誠的共識過程，委員會融合了委
員會委員的不同經驗、技能和天賦，並在聽取了堂區
居民的需求和想法後，就堂區的方向和優先事項提出
建議。

• 反應靈敏。委員會有責任對地方、國家和國際層面
的正義與和平問題保持敏感和認識。

• 有啟發力。本著天主之愛的精神，PPEC 的委員努力
承認和支持彼此的恩賜，並尋求方法使每個堂區居民
的恩賜可以為教會做更多的貢獻、成長和繁榮。

與堂區經濟委員會的關係

• 就堂區財政、預算和歸屬經濟委員會的財產的管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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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神父提供諮詢的責任。

• 為確保良好的溝通，主任司鐸任命一PPEC委員加入
堂區經濟委員會。

• 堂區經濟委員會每年都要協助本堂神父向 PPEC 提交
有關堂區財務和財產的報告。

與堂區善會的關係

• 為了堂區牧靈福傳發展益處，PPEC 必須與堂區善會
密切合作，以實踐同道偕行之精神。

• 善會的報告應成為 PPEC 議程的標準組成部分，以便
對堂區善會的工作進行評估、支持和發展。

提案F：堂區經濟委員制定會章程指南草案（教律學
會）

說明：

1、宗旨：堂區經濟委員主要工作是協助本堂在教友支持
教會之原則下，本堂教友宜盡力幫助本堂之一切收
支。

2.、堂區經濟委員會由會計和出納或數位有財經專長，且
品德高尚之教友組成，委員均由堂區主任任命之。

3、堂區經濟委員會章程摘要：

組織章程應載明事項：1. 名稱。2.宗旨。3. 組織成員。4. 
委員等之主要工作、任期及會期。組織章程及會議紀錄
等相關資料留堂區存查，並依個資保護法等規定處理及

運用。 

辦法：

提供各教區參考，以利應用。

決議：通過「指南」草案，請教區依各自現況進行說明
與交流，於秋季會議報告。各教區仍依現行制度運作。

堂區經濟委員會章程指南草案

2022年主教團春季會議通過

目的：在教友支持教會之原則下，本堂教友宜盡力幫助
本堂之一切收支（註1）。 

堂區的經濟委員會的主要責任：

一、行政與財務

1. 管理堂區之日常財務收支，並依堂區牧靈的計畫，控
管預算的執行。

2. 協同牧靈福傳委員會編列下一年度預算和製作上一年
度決算表。

3. 堂區資金應存入戶名為教區法人抬頭之金融機構。

4. 每月編製及繳交收支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等，寄送主
教公署(教區辦事處)。

5. 每月報告堂區收支財務報表。

6. 依○○教區堂區財務管理基本守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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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備管理：總務

1. 定期維護堂區建築物及保管財物並協助盤點（含聖
器）。

2. 固定通報堂區進行例行性的保養和消防安全事項。 

註：

1. 訂定章程之法源：

 依據《天主教法典》第537條：每一堂區應設立經濟委員
會，按照普通法與教區主教所頒規定來管理，依照上述
規定所選出的信徒，應在委員會中協助堂區主任，管理
堂區財產，但應遵守《天主教法典》第532條的規定（第
532條：在一切法律事務中，堂區主任，依法律的規定，
代表堂區；應依第1281條至第1288條的規定管理堂區財
產）。

1.1. 基督信徒有義務支援教會的需要，以使教會具備對敬
禮天主、使徒工作和慈善事業，以及職員的合理的
生活費用（《天主教法典》第222 條§1）。

提案G：彌撒獻儀（教律學會）

說明：

1、教友給堂區主任神父為彌撒的獻儀，應詳細記載於
專用記錄冊，含數目、意向、獻儀以及已做過的彌撒
（《天主教法典》第958 條 1 項）（如附件1，附件
2）。

2、教友彌撒獻儀第2台/第3台（重獻／再重獻）的金額
數目及報表（如附件3），請堂區主任神父交教區公
署（教區辦事處）財務組。

1）依《天主教法典》第951 條 1項司鐸在同一天內舉
行多次彌撒，可以為每一獻儀所定的意向舉行彌
撒；但法律規定，除主的聖誕節日外，只可收取
一台彌撒獻儀，其餘應歸於教會教長所指定的目
的，但仍可以外在的名義，扣下少許報酬。

2）基督信徒給獻儀為其意向獻彌撒，不但為教會有
益，而且因奉獻得參與教會照顧聖職人員生活及
教會之工作（《天主教法典》第 946 條）。

辦法：

彌撒獻儀的新表格有拉丁文、英文、中文：彌撒紀錄、
彌撒帳目和重獻／再重獻報表。由主教團印製，全台各
教區統一版本，填上自己教區的名字。

決議：同意，通過，表格由主教團印製，調查各教區數
量。
提 案 H ： 梵 蒂 岡 與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建 交 8 0 週 年 慶 祝
（1942~2022）

說明：今年梵蒂岡與中華民國政府（台灣）建交80週
年。鑑於教廷及外交部隆重盛大的慶祝，一般每25年一
次，因此為慶祝梵蒂岡與中華民國建交80週年，主教團
（台灣地方教會）可舉辦一座談會，以共議精神，討論
梵蒂岡與中華民國外交至今的關係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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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委託輔仁大學舉辦一天的活動以慶祝梵蒂岡與中
華民國政府建交80週年。
提案I：教宗方濟各《你們是世界的光》手諭落實計劃。

說明：教廷駐華大使館來函，要求主教團報告有關教宗
方濟各《你們是世界的光》手諭落實計劃。（參看《月
誌》371）

決議： 主教團成立一小組研究落實計劃，召集人：

       主教團主席暨聖職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克勉主教

小組成員：
徐世昭神父（台中教區）
趙永吉神父（嘉義教區）
阮文雄神父（新竹教區）
李驊神父（耶穌會會士）
提案J：教廷教育部公布了新文件《天主教學校的身分
──為促進交談文化》（暫譯）落實計劃。

說明：此新文件旨在回應在闡釋「天主教學校身分」
這一概念時而產生的紛爭，肯定天主教教育的福傳目
標，並解釋老師及行政人員在天主教學校扮演的角色。
文件第3 8號（暫譯）：「整個學校團體有責任去落
實天主教學校教育的計劃，以表達學校的「教會性」
（ecclesiality），以及學校作為教會團體的一部分… [學
校團體的]每一個人都有義務去承認，尊重學校的天主
教身分，並為學校的天主教身分作見證… 以上適用於
教師員工、非教師員工，以及學生和他們的家長的所說

的。」

決議：中文翻譯好了之後，交由主教團教育文化委員會
研究如何落實。
二、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提案A：有關主教團2021年秋季會議所決議通過的「禮儀
委員會以『重申婚姻生活承諾』」，其與宗座「禮儀及
聖事部」所頒布之1991年《婚姻禮典 》中之附錄三「在
彌撒中祝福慶祝結婚周年的夫婦」用詞不同，提請再
議。

說明：

一、教會在1991年頒布新版的《婚姻禮典》（Ritual del 
Matrimonio），其中附錄三「在彌撒中祝福慶祝結婚周年
的夫婦」內，有一式「更新婚姻生活承諾」【見提案A附
件―拉丁文原典（Editio Typica】）。

二、其中275-277號翻譯中文如下：

            275號：講道後，司鐸可用以下或類似的話，邀請
夫婦默禱片刻，在天主台前「更新」（renovent）他們對
婚姻生活的承諾。

        司鐸：（某某）和（某某），今日你們慶祝結婚周
年紀念，要記得天主藉婚姻聖事，以不可拆散的結合把
你們的生命聯合在一起。現在，請你們在天主面前，
「更新」（renovare）你們互相的許諾。願天主降福你們
的婚姻盟誓日益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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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號：夫婦在默禱中，「更新」（renovant）他們
對婚姻生活的承諾。

          277號：若夫婦願意公開地「更新」（renovare）對
婚姻生活的承諾，可按以下形式祈禱。

三、教會在禮儀中對誓約的更新，包括聖油彌撒的司鐸
誓願，以及耶穌復活節守夜禮的聖洗誓願，拉丁文原文
都是使用了「更新」一詞，因為這正表達了在教會禮儀
中更新誓約的本質和意涵。

四、普世教會在禮儀中採用「更新」一詞，因為這是一
個「禮儀」的行動，而非教會法律的宣誓。用「更新」
並不是要去否定已宣發的誓願，而是讓那在婚禮中所發
的誓願在復活基督的恩寵內不斷地「茍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也就是要從勤於反省和動態的恩寵角度來強
調及時反省和不斷革新進步。而這是最重要的理由。

五、「重申」一詞有再一次申訴表明之意，詞意比較是
讓誓約留步在過去，或因沒有貫徹實踐，所以必須再予
以提醒做好，這用詞無法與在教會禮儀中更新誓約的本
質和意涵。

六、教會禮書最新的翻譯原則是要字對字、句對句，忠
實地將拉丁文經文原意及禮儀精神翻譯出來，而這詞彙
是經過台灣教會和香港教會（也透過香港教區的管道徵
詢了澳門教區，同時也個別地徵詢了中國的禮儀專家及
學者）所一致同意的譯文。這翻譯的版本也將在今年內
送宗座「禮儀及聖事部」進行第二次審核。

七、另外補充的是，宗座「禮儀及聖事部」限定每一種
語言只會通過一個版本，因此現在的中文禮儀經文譯本
宗座「禮儀及聖事部」要求台灣教會必須與香教教區和
澳門教區聯合申請審核及通過。中國大陸教會因目前的
現況尚未被納入，但我們與香港合作的翻譯仍會尊重及
徵詢中國大陸已經擁有的十多位禮儀學者及專家的意
見，因為一旦審核通過，這版本也將是中國大陸通用的
版本。

辦法：

一、請主教團商議之後，按宗座「禮儀及聖事部」審核
通過之1991年《婚姻禮典 》中之附錄三「在彌撒中祝福
慶祝結婚周年的夫婦」中的中文翻譯版本公布。

決議：同意，通過。
提案B：授權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與輔仁大學音樂系進
行詢問及商討設立「天主教教會聖樂組」的可行性。

說明：

（…）禮委會聖樂組深感台灣教會對聖樂人才的迫切需
要性，並在缺乏專業聖樂人才的培育，以及信友普遍對
天主教聖樂價值和意義的缺乏理解甚至誤解的情況下，
努力提出一個專職、密集和有系統的培育計畫。這不僅
僅是回應台灣地方教會現在及未來的需要，也能夠為各
地華人信友提供學習和進修的機會（…）。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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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委員會深切警覺到台灣教會目前及未來禮儀及禮儀
音樂專業人才的迫切需要，也深感教會工作需要世代的
交替，以保持不斷更新的精神，因此急切呼籲主教團重
視此問題，授權禮委會與輔大音樂系進行交涉，商討設
立「天主教教會聖樂組」的可行性。

此提案若能得到主教團會議的決議批准，希望輔大音樂
系能夠成立聖樂組，則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可委聖樂組進
一步與教育部和輔仁大學音樂系研究討論計畫的進行。

決議：主教團同意授權禮儀委員會聖樂組進一步與輔仁
大學音樂系研究可能性。
提案C：禮儀委員會在主教團2021年秋季會議，應主教
團會要求，整理並提交了「接納其他宗派基督徒與天主
教會達致完全共融」的文件（見附件）。提請主教團討
論，決議並公布。

說明：

時常有堂區主任司鐸詢問，如何進行接納其他宗派基督
徒與天主教會達致完全共融，因此這項問題的決議及公
布，具有深切的必要性。

辦法：

主教團會議討論並決議通過提案C附件一「接納其他宗派
基督徒與天主教會達致完全共融」，並由主教團公布。

附件二中的「天主教會不承認洗禮有效的基督信仰教
派」是按照香港教會研究及整理出來的「羅馬天主教會
承認其洗禮為有效的基督宗派名單，可提供神父們做參

考。

決議：聖公會除外，其他沒有與主教團簽約的基督教
派，均以個案方式處理，並請申請人，經主教同意後，
依附件所列的程序處理之。

三、福傳委員會家庭組

提案A：全國2022維護生命遊行活動，由各教區於9月17
日（星期六）接力舉行。

說明：

1. 自2019年由聖吉安娜生命維護中心發起，台灣第一次
的維護生命遊行活動之後，及由主教團家庭組開始籌
畫擴大舉辦全國性的大型遊行活動，也皆提案主教團
會議獲得主教們的支持，惟接連碰到疫情來攪局，因
而一再改變計畫。

2. 經過2020全面停止活動進行之後，於2021年發起全國
串聯走365公里活動，獲得熱烈迴響，最後不只達成目
標，還一共走了739公里，總計880人參加。

3. 今年政府的防疫政策依然不斷滾動式修正，但是距離
完全解除防疫措施，還是看不到終點，為了避免人數
過多，造成群聚感染，因此承辦2022全國維護生命遊
行活動的台北總教區，於2022年3月26日全國維護生命
核心小組春季會議中提議：由台北總教區規劃活動進
行細節與模式，提供給各教區使用，並由聖吉安娜中
心統一提供活動旗幟、標語等給各教區，於9月17日
（星期六）在各教區或堂區舉行規模不一的維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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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活動。

辦法：

1. 各教區請於4月30日前選出此活動總召與主教團家庭
組聯絡，以便知悉活動進行細節及模式，領取活動旗
幟、標語等物件。

2. 各教區自行選定遊行的規模、時段與集結地點，之後
匯報予主教團家庭組，方便統整全國各地遊行活動資
訊，例如：台北總教區選擇了台北火車站、台北總教
區主教座堂及鮑思高堂等為出發集結地，聖家堂為終
點集結地，時間下午5:30~9:00。

3.  9月17日當天舉行實體的各地遊行活動。

決議：同意，通過。
提案B：世界家庭大會基金執行。

說明：

1. 主教團家庭組於2012年參加完米蘭第七屆世界家庭大
會開始，即每年提撥20萬做為鼓勵參與世界家庭大會
的補助基金，之後於2015年費城第八屆世界家庭大會
執行一次，當時有一位主教、3個家庭參與，2018愛爾
蘭第九屆世界家庭大會執行一次，當時有包含主教、
神父在內共30人參與。

2. 原定於2021六月在羅馬舉行的第十屆世界家庭大會，
因為疫情延後到今年六月，這一次依照大會規定，將
會有一位主教、一位神父及3個家庭代表台灣參加。

3. 世界家庭大會基金可執行款項為60萬元，將用於這一
次上述參加人員的機票、大會報名費用、住宿及防疫
隔離費用等，不足之部分將由上述參加人員自行奉獻
支付。

辦法：請主教們同意世界家庭大會基金執行。

決議：同意，通過。

四、教義委員會神恩復興組

提案：委任第一屆天主教國際神恩復興全國（家）暨各
教區共融服務團隊代表案。

說明：

1. 依【附件一】條文委任全國（家）共融服務團隊代
表。

2. 委任各教區共融服務團各教區輔理（指導神師）。

3. 委任各教區共融服務團各教區召集人、副召集人、核
心成員、青年代表。

4. 上述名單已於2021年5月22日神恩復興運動推行組全國
季會議遴選出新任全國（家）暨各教區代表人，但由
於疫情沒有正式委任，也沒有實際運作。

辦法：

1. 主教團教義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意委任。

    【附件】(一)1.2.3.4條文選出全國及各教區代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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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意【附件二】條文選出全國（家）暨各教區共融服
務團隊代表。

3. 提請各教區主教同意或提出修正意見。

4. 通過後從2022年5月1日正式運作，任期3年。

決議：同意、通過。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

說明：2021年第6次主教團[秋季] 會議決議：主教團「恢
復原來的大眾傳播委員會之設置及更名為『社會傳播委
員會』」。故按照以下章程草案進行規劃工作。

決議：同意通過以下章程草案，並試行一年。

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章程草案

第一條 法源

為因應全球性之數位匯流發展趨勢，乃依2021年秋季常
年大會決議，規劃恢復成立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社會
傳播委員會，以收社群媒體福傳之綜效。

第二條 宗旨

本委員會響應宗座憲章《你們去宣講福音》之即將於
2022年6月5日生效，本委員會秉此原則，期使各級傳播
更具傳教的幅度、更能為地方教會和福傳服務，並將媒
體傳播福傳領域廣及全球華人。

第三條 性質

2019年主教團秋季會議同意於各教區設置「媒體組」，
以為（亞洲）真理電台「真理新聞」之連絡窗口，並為
傳媒人員培訓工作平台。目前各教區皆已完成媒體組的
設立，且在疫情期間都承擔前所未有的福傳事工，有鑑
於大陸地區強化對福傳福傳之管制，為結合自由地區媒
體福傳人才、發揮更大社群媒體福傳力度，齊心向華人
宣揚福音，本委員會將結合各教區之長，共建華人媒體
福傳新局。

第四條 組織及相關職掌

                本委員會相關組織

               

                              

一、委員會設

1. 主任委員：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

2. 執行長：由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聘任，規
劃暨執行年度媒體福傳之目標。

3. 委員：由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聘任

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

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

主教團真理電台 + 各教區媒體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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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修會聯合會主席
女修會聯合會主席
聖言會代表
耶穌會（光啟社）代表
天主教之聲傳播協會代表
平面媒體代表
學者專家代表
信友代表2名 

4. 委員會至少每年召開會議一次。惟主任委員或執行長
得依實際需要召開會議（如媒體培訓等）

二、（亞洲）真理電台設主任一名暨所需工作人員數名
（依實際工作需要，由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制定
與監督）其任務：

     1.經費之籌集、管理及運用

     2.年度節目計畫、經費預算及決算之審理

     3.協助相關工作之推展，如執行媒體培訓作業等

     4.其他重要事項之處理，如直播教宗重要談話等

三、各教區媒體小組成員由各教區依需要設置

第五條 委員會開會需有半數委員出席，議決事項以出席
委員過半數同意決定之，但以下重要事項需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之出席、且以委員總額過半數同意後行之。

一、變更本章程草案

二、解散（亞洲）真理電台

第六條（亞洲）真理電台解散後，其剩餘財產歸天主教
台灣地區主教團所有。

第七條 本章程需經主教團常年大會核可後生效，修訂時
亦同。

* * * * * * * *

社會傳播委員會建置建議委員 

主任委員 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

執行長 由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聘任

委員 男修會聯合會主席      張日亮會長

委員 女修會聯合會主席      吳富柔會長

委員 聖言會代表            羅禮善神父

委員 耶穌會代表（光啟社）     蘇誌郎社長

委員 天主教之聲傳播協會代表   鍾瑪竇理事長

委員 平面媒體代表     天主教周報顧問姜捷

委員 學者專家代表     施恩加神父

委員 教友代表             劉巨烘先生

委員 教友代表             田麗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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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

• 傳信部部長Tagle樞機訪台（尚待確認）
      時間：2022年8月12 ~19日

• 台灣青年日
      時間：2022年8月15 ~19日
      地點：輔仁大學

• 全國司鐸進修班
      時間：2022年8月15 ~19日

     地點：總修院

• 2022年秋季會議常務委員會
      時間：2022年11月3日（四）15:00
      地點：主教團（安居街39號）　

• 2022年秋季會議
時間：2022年11 月21~25日

地點：主教團（安居街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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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of His Holiness Pope Francis 
for the 2022 World Day  
of Prayer for Vocations

Called to Build the Human Famil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t the time when the cold winds of war and oppression 
are blowing and when we frequently encounter signs of 
polarization, we as a Church have undertaken a synodal 
process: we sense the urgent need to journey together,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listening, participation and sharing. 
Together with all men and women of good will, we want to 
help build the human family, heal its wounds and guide it to a 
better future. On this 59th World Day of Prayer for Vocations, 
I would like to reflect with you on the broader meaning of 
“voc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synodal Church, a Church 
that listens to God and to the world.

Called to be protagonists together of the Church’s mission

Synodality, journeying together, is a vocation fundamental to 
the Church. Only against this horizon is it possible to discern 
and esteem the various vocations, charisms and ministries. We 
know that the Church exists to evangelize, to go forth and to 
sow the seed of the Gospel in history. This mission can only 
be carried out if all areas of pastoral activity work together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involve all the Lord’s disciples. 

For “in virtue of their baptism, all the members of the People 
of God have become missionary disciples (cf. Mt 28:19). All 
the baptized, whatever their position in the Church or their 
level of instruction in the faith, are agents of evangelization” 
(Evangelii Gaudium, 120). We must beware of the mentality 
that would separate priests and laity, considering the former 
as protagonists and the latter as executors, and together carry 
forward the Christian mission as the one People of God, 
laity and pastors. The Church as a whole is an evangelizing 
community.

Called to be guardians of one another and of creation

The word “vocation”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restrictively, 
as referring simply to those who follow the Lord through a 
life of special consecration. All of us are called to share in 
Christ’s mission to reunite a fragmented humanity and to 
reconcile it with God. Each man and woman, even before 
encountering Christ and embracing the Christian faith, 
receives with the gift of life a fundamental calling: each of us 
is a creature willed and loved by God; each of us has a unique 
and special place in the mind of God. At every moment of 
our lives, we are called to foster this divine spark, present in 
the heart of every man and woman, and thus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a humanity inspired by love and mutual acceptance. 
We are called to be guardians of one another, to strengthen 
the bonds of harmony and sharing, and to heal the wounds of 
creation lest its beauty be destroyed. In a word, we are called 
to become a single family in the marvellous common home 
of creation, in the reconciled diversity of its elements. In 
this broad sense, not only individuals have a “vocation”, but 
peoples, communities and groups of various kind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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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d to welcome God’s gaze

Within this great common vocation, God addresses a 
particular call to each of us. He touches our lives by his 
love and directs them to our ultimate goal, to a fulfilment 
that transcends the very threshold of death. That is how God 
wanted to see our lives and how he sees them still.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is said to have maintained that 
every block of stone contains a statue within it, and it is up to 
the sculptor to uncover it. If that is true of an artist, how much 
more is it true of God! In the young woman of Nazareth he 
saw the Mother of God. In Simon the fisherman he saw Peter, 
the rock on which he would build his Church. In the publican 
Levi he recognized the apostle and evangelist Matthew, and 
in Saul, a harsh persecutor of Christians, he saw Paul, the 
apostle of the Gentiles. God’s loving gaze always meets us, 
touches us, sets us free and transforms us, making us into new 
persons.

That is what happens in every vocation: we are met by the 
gaze of God, who calls us. Vocation, like holiness, is not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reserved for a few. Just as there is a 
“holiness of the saints next door” (cf. Gaudete et Exsultate, 
6-9), so too there is a vocation for everyone, for God’s gaze 
and call is directed to every person.

According to a proverb from the Far East, “a wise person, 
looking at the egg can see an eagle; looking at the seed he 
glimpses a great tree; looking at the sinner he glimpses a 
saint”. That is how God looks at us: in each of us, he sees 
a certain potential, at times unbeknownst to ourselves, and 
throughout our lives he works tirelessly so that we can place 

this potential at the service of the common good.

Vocation arises in this way, thanks to the art of the divine 
Sculptor who uses his “hands” to make us go forth from 
ourselves and become the masterpiece that we are called to 
be. The word of God, which frees us from self-absorption, 
is especially able to purify, enlighten and recreate us. So let 
us listen to that word, in order to become ever more open to 
the vocation that God entrusts to us! And let us learn to listen 
also to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faith, for their advice 
and example may help disclose the plan of God, who shows 
us ever new paths to pursue.

Called to respond to God’s gaze

God’s loving and creative gaze met us in an entirely unique 
way in Jesus. The evangelist Mark tells us that, in speaking 
with the rich young man, “Jesus looking upon him, loved 
him” (10:21). This gaze of Jesus, full of love, rests upon each 
of us.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 us allow ourselves to be moved 
by this gaze to allow him to lead us outside of ourselves! 
Let us also learn to look at one another in such a way that all 
those with whom we live and encounter – whoever they may 
be – will feel welcomed and discover that there is Someone 
who looks at them with love and invites them to develop their 
full potential.

Our lives change when we welcome this gaze. Everything 
becomes a vocational dialogue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Lord, but also between ourselves and others. A dialogue 
that, experienced in depth, makes us become ever more who 
we are. In the vocation to the ordained priesthood, to be 
instruments of Christ’s grace and mercy. In the voc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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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ecrated life, to be the praise of God and the prophecy 
of a new humanity. In the vocation to marriage, to be mutual 
gift and givers and teachers of life. In every ecclesial vocation 
and ministry that calls us to see others and the world through 
God’s eyes, to serve goodness and to spread love with our 
works and words.

Here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the experience of Dr José 
Gregorio Hernández Cisneros. While working as a physician 
in Caracas, Venezuela, he wanted to become a Third Order 
Franciscan. Later, he thought of becoming a monk and a 
priest, but his health did not allow it. He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his calling was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n which he spent 
himself above all in service to the poor. He devoted himself 
unreservedly to those who had contracted the worldwide 
epidemic known as the “Spanish flu”. He died, hit by a car, 
as he was leaving a pharmacy after purchasing medicine for 
one of his elderly patients. An exemplary witness of what it 
means to accept the call of the Lord and embrace it fully, he 
was beatified a year ago.

Called to build a fraternal world

As Christians, we do not only receive a vocation individually; 
we are also called together. We are like the tiles of a mosaic. 
Each is lovely in itself, but only when they are put together do 
they form a picture. Each of us shines like a star in the heart 
of God and in the firmament of the universe.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we are called to form constellations that can 
guide and light up the path of humanity, beginning with the 
places in which we live. This is the mystery of the Church: 
a celebration of differences, a sign and instrument of all that 

humanity is called to be. For this reason, the Church must 
become increasingly synodal: capable of walking together, 
united in harmonious diversity, where everyone can actively 
participate and where everyone has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When we speak of “vocation”, then, it is not just about 
choosing this or that way of life, devoting one’s life to 
a certain ministry or being attracted by the charism of a 
religious family, movement or ecclesial community. It is 
about making God’s dream come true, the great vision of 
fraternity that Jesus cherished when he prayed to the Father 
“that they may all be one” (Jn 17:21). Each vocation in the 
Church, and in a broader sense in society, contributes to a 
common objective: to celebrate among men and women that 
harmony of manifold gifts that can only be brought about 
by the Holy Spirit. Priests, consecrated men and women, lay 
faithful: let us journey and work together in bearing witness 
to the truth that one great human family united in love is no 
utopian vision, but the very purpose for which God created 
us.

Let us pra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the People of God, amid 
the dramatic events of history, may increasingly respond to 
this call. Let us implore the light of the Holy Spirit, so that 
all of us may find our proper place and give the very best of 
ourselves in this great divine plan!

Rome, Saint John Lateran, 8 May 2022, Fourth Sunday of 
Easter.

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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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of His Holiness Pope Francis-
for the 56th World Day  

of Social Communications

Listening with the ear of the heart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Last year we reflected on the need to “Come and See” in 
order to discover reality and be able to recount it beginning 
with experiencing events and meeting people. Continuing in 
this vein, I would now like to draw attention to another word , 
“listen”, which is decisive in the grammar of communication 
and  a condition for genuine dialogue.

In fact, we are losing the ability to listen to those in front 
of us, both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ryday relationships 
and when debating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of civil life. 
At the same time, listening is undergoing an important new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various podcasts and audio messages available 
that serve to confirm that listening is still essential in human 
communication.

A respected doctor, accustomed to treating the wounds of the 
soul, was once asked what the greatest need of human beings 

is. He replied: “The boundless desire to be heard”. A desire 
that often remains hidden, but that challenges anyone who is 
called upon to be an educator or formator, or who otherwise 
performs a communicative role: parents and teachers, pastors 
and pastoral workers,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s and 
others who carry out social or political service.

Listening with the ear of the heart

From the pages of Scripture we learn that listening means not 
only the perception of sound, but is essentially linked to the 
dia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humanity. “S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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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Hear,O Israel” (Dt 6:4), the opening words of the first 
commandment of the Torah, is continually reiterated in the 
Bible, to the point that Saint Paul would affirm that “faith 
comes through listening”

(cf. Rom 10:17). The initiative, in fact, is God’s, who speaks 
to us, and to whom we respond by listening to him. In the end, 
even this listening comes from his grace,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new born child who responds to the gaze and the voice of 
his or her mother and father. Among the five senses, the one 
favoured by God seems to be hearing, perhaps because it is 
less invasive, more discreet than sight, and therefore leaves 
the human being more free.

Listening corresponds to the humble style of God. It is the 
action that allows God to reveal himselfas the One who, 
by speaking, creates man and woman in his image, and by 
listening recognizes them as his partners in dialogue. God 
loves humanity: that is why he addresses his word to them, 
and why he “inclines his ear” to listen to them.

On the contrary, human beings tend to flee the relationship, 
to turn their back and “close their ears” so they do not have 
to listen. The refusal to listen often ends up turning into 
aggression towards the other, as happened to those listening 
to the deacon Stephen who, covering their ears, all turned on 
him at once (cf. Acts7:57).

On the one hand, then, God always reveals himself by 
communicating freely; and on the otherhand, man and 
woman are asked to tune in, to be willing to listen. The Lord 
explicitly calls the human person to a covenant of love, so 

that they can fully become what they are: the image and 
likeness of God in his capacity to listen, to welcome, to give 
space to others.Fundamentally, listening is a dimension of 
love.

This is why Jesus calls his disciples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ir listening. “Take heed then how you hear” (Lk 8:18): this 
is what he exhorts them to do after recounting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making it understood that it is not enough simply 
to listen, b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listen well. Only those 
who receive the word with an “honest and good” heart and 
keep it faithfully bear the fruit of life and salvation (cf. Lk 
8:15). It is onl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whom we listen, to 
what we listen, and to how we listen that we can grow in the 
art of communicating, the heart of which is not a theory or a 
technique, but the “openness of heart that makes closeness 
possible” (cf.ApostolicExhortation Evangelii Gaudium,171).

We all have ears, but many times even those with perfect 
hearing are unable to hear another person. In fact, there is 
an interior deafness worse than the physical one. Indeed, 
listening concerns the whole person, not just the sense of 
hearing. The true seat of listening is the heart. Though he was 
very young, King Solomon proved himself wise because he 
asked the Lord to grant him a “listening heart” (cf. 1 Kings 
3:9). Saint Augustine used to encourage listening with the 
heart ( corde audire), to receive words not outwardly through 
the ears, but spiritually in our hearts: “Do not have your 
heart in your ears, but your ears in your heart”.1 Saint Francis 
1　“ Nolite habere cor in auribus, sed aures in corde＂ ( Sermo 380, 1: 

Nuova Biblioteca Agostiniana 34,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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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Assisiexhorted his brothers to “incline the ear of the heart”.2

Therefore, when seeking true communication, the first type 
of listening to be rediscovered is listening to oneself, to one’s 
truest needs, those inscribed in each person’s in most being. 
And we can only start by listening to what makes us unique in 
creation: the desire to be in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and with 
the Other. We are not made to live like atoms, but together.

Listening as a condition of good communication

There is a kind of hearing that is not really listening, but its 
opposite: eavesdropping. Infact,eavesdropping and spying, 
exploiting others for our own interests, is an ever-present 
temptation that nowadays seems to have become more acute 
in the age of social networks. Rather, what specifically makes 
communication good and fully human is listening to the 
person in front of us, face to face, listening to the other person 
whom we approach with fair, confident, and honest openness.

The lack of listening, which we experience so often in daily 
life, is unfortunately also evident in public life, where,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each other, we often “talk past one another”. 
This is a symptom of the fact that, rather than seeking the true 
and the good, consensus is sought; rather than listening, one 
pays attention to the audience. Good communication, instead, 
does not try to impress the public with a soundbite, with the 
aim of ridiculing the other person, but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asons of the other person and tries to grasp the complexity 
of reality. It is sad when, even in the Church, ideological 
alignments are formed and listening disappears, leaving 
2　“Lettera a tutto l’Ordine”: Fonti Francescane, 216.

sterile opposition in its wake.

In reality, in many dialogues we do not communicate at all. 
We are simply waiting for the other person to finish speaking 
in order to impose our point of view. In these situations, as 
philosopher Abraham Kaplan notes, 3 dialogue is a duologue: 
a monologue in two voices. In true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 “I” and the “you” are both “moving out”, reaching out to 
eachother.

Listening is therefore the first indispensable ingredient of 
dialogue and goo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does 
not take place if listening has not taken place, and there is 
no good journalism without the ability to listen. In order 
to provide solid, balanced,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listen for a long time. To recount an event or 
describe an experience in news reporting, it is essential to 
know how to listen, to be ready to change one’s mind, to 
modifyone’s initial assumptions.

It is only by putting aside monologues that the harmony of 
voices that is the guarantee of true communication can be 
achieved. Listening to several sources, “not stopping at the 
first tavern”—as the experts in the field teach us — ensures 
the reliability and seriousness of the information we transmit. 
Listening to several voices, listening to each other, even in 
the Church, among brothers and sisters, allows us to exercise 
the art of discernment, which always appears as the ability to 
orient ourselves in a symphony of voices.
3　Cf. “The life of dialogue”, in J.D. Roslansky, ed., Communication. 

A discussion at the Nobel Conference,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969, pp. 89-198.



2022／No.398

6868

2022／N0.398

台灣地區主教團月誌  69台灣地區主教團月誌  69

But why face the exertion of listening? A great diplomat of 
the Holy See, Cardinal Agostino Casaroli, used to speak of 
the “martyrdom of patience” needed to listen and be heard in 
negotiations with the most difficult partie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greatest possible good in conditions of limited freedom. 
But even in less difficult situations, listening always requires 
the virtue of patience, together with the ability to allow 
oneself to be surprised by the truth, even if only a fragment 
of truth, in the person we are listening to. Only amazement 
enables knowledge. It hink of the infinite curiosity of the child 
who looks at the world around them with wide-open eyes. 
Listening with this frame of mind — the wonder of the child 
in the awareness of an adult —is always en riching because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thing, however small, that I can 
learn from the other person and allow to bear fruit in my own 
life.

The ability to listen to society is more valuable than ever in 
this time wounded by the long pandemic. So much previously 
accumulated mistrust towards “official information” has also 
caused an “infodemic”, within which the world of information 
is increasingly struggling to be credible and transparent. We 
need to lend an ear and listen profoundly, especially to the 
social unease heightened by the downturn or cessation of 
many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reality of forced migration is also a complex issue, and 
no one has a ready-made prescription for solving it. I repeat 
that, in order to overcome prejudices about migrants and to 
melt the hardness of our hearts, we should try to listen to 
their stories. Give each of them a name and a story. Many 

good journalists already do this. And many others would 
like to do it, if only they could. Let us encourage them! Let 
us listen to these stories! Everyone would then be free to 
support the migration policies they deem most appropriate 
for their own country. But in any case, we would have before 
our eyes not numbers, not dangerous invaders, but the faces 
and stories,gazes,expectations and sufferings of real men and 
women to listen to.

Listening to one another in the Church

In the Church, too, there is a great need to listen to and to hear 
one another. It is the most precious and life-giving gift we can 
offer each other. “Christians have forgotten that the ministry 
of listening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m by him who is 
himself the great listener and whose work they should share. 
We should listen with the ears of God that we may speak 
the word of God”.4 Thus, the Protestant theologian Dietrich 
Bonhoeffer reminds us that the first service we owe to others 
in communion consists in listening to them. Whoever does 
not know how to listen to his brother or sister will soon no 
longer be able to listen to God either.5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in pastoral activity is the “apostolate 
of the ear” – to listen before speaking, as the Apostle 
James exhorts: “Let every man be quick to hear, slow to 
speak”(1:19). Freely giving some of our own time to listen to 
people is the first act of charity.

A synodal process has just been launched. Let us pray 

4　D. Bonhoeffer, La vita comune, Queriniana, Brescia 2017, 76.
5　Cf. ibid., 75.



2022／No.398

7070

that it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listen to one another. 
Communion, in fact, is not the result of strategies and 
programmes, but is built in mutual listening between brothers 
and sisters. As in a choir, unity does not require uniformity, 
monotony, but the plurality and variety of voices, polyphony. 
At the same time, each voice in the choir sings while listening 
to the other voices and in relation to the harmony of the 
whole. This harmony is conceived by the composer, but its 
realization depends on the symphony of each and every voice.

With the awareness that we participate in a communion that 
precedes and includes us, we can rediscover a symphonic 
Church, in which each person is able to sing with his or 
her own voice, welcoming the voices of others as a gift 
to manifest the harmony of the whole that the Holy Spirit 
composes.

Rome, Saint John Lateran, 24 January 2022, Memorial of 
Saint Francis de Sales.

Francis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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