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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曙光月刊 

1/1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天主之母節                                                        

戶 6:22-27; 迦 4:4-7; 路 2:16-21 

大堂                                              

彌撒、午聚 

1/8 Sun                    

10:30am(中)   2:00pm(英) 
主顯節                                                               

依 60:1-6; 厄 3:2-3,5-6; 瑪 2:1-12  

大堂                                              

彌撒、午聚 

1/15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第二主日                                                       

依 49:3,5-6; 格前 1:1-3; 若 1:29-34 

大堂                                              

彌撒、午聚 

1/22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第三主日                                                        

依 8:23-9:3; 格前 1:10-13; 瑪 4:12-23 

大堂                                              

彌撒 、午聚 

1/29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第四主日                                                                  

索 2:3,3:12-13,格前 1:26-31; 瑪 5:1-12 

大堂                                              

彌撒 、午聚 

Every Mon,Tue, Wed , Fri     每週一、二、三 、五 12:00pm 彌撒 小教堂 

1/8, 1/15, 1/22, 1/29 9:30am 太極拳班 詳情請洽劉天錫弟兄 

 讀書會 教堂(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關懷組教友聚會  詳情請洽傅燕萍/馬宜蘭姊妹 

1/4 Wed                    
 
2nd & 4th Sat              
4th Sat 

Norcross 讀經班 10:00am                                

Marietta 讀經班 7:30pm                                     

Alpharetta 讀經班 7:30pm 

教堂(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詳情請洽張翠媚                                        

詳情請洽沈安行弟兄 

一月份教宗

祈禱意向 



聖堂十二月公告總結 

(12/4) 我們新教堂最新的資訊 過去一週戶外及室內

的照明都已更換。LED 灯使我們照明有很大的進步，

新灯光不但更亮也更省電。我們也有了新及更大的舞

台，可用於大型活動或是表演。感謝所有為些改進而

努力付出的教友們。    

聖母無玷始胎日   12/8 是聖母無玷始胎日，當天教友應望彌撒。中文彌撒訂於晚上7點。

這是華人社區一同光榮在天主之母的好時機。  

今天是降臨期第二週 上個主日將臨期第一主日，我們是懷著盼

望在等待耶穌基督的來臨。但是，除非我們轉向天主，並且等

待祂的到臨，否則希望將成為絕望。這就是為什麼在將臨期禮

儀的福音及舊約讀經中，常常圍繞著此一主題在打轉。從這主

題中，我們可以發現到兩個要素：警醒和悔改。上個主日強調警醒，而這個主日則是愛

和悔改。  

(12/11) 今天是降臨期第三週 基督誕生前的天主子民，渴望

默西亞來到人間，卻無緣相見。耶穌時代的以色列選民，絕大

多數沒有認出祂就是真正的默西亞，平白與救恩擦肩而過。幸

運的我們，雖然沒有親眼看見過耶穌，卻相信、明認祂就是默

西亞，且在救恩的喜樂中，期待祂末日的降臨。在旅居塵世的人生階段，主耶穌也會來

到我們心裡，尤其是在感恩禮的慶祝時；我們當懷著多大的喜樂，感謝、稱頌上主賜給

信徒數不盡的種種恩惠呢？   

開堂慶典    昨天的開堂慶典非常成功。有超過三百人的教友及

客人來參加一天的彌撒，剪綵儀式，燃放煙火，午餐，表演，

抽獎及祈禱。對我們這個信仰團體我們特別感謝天主的恩賜我

們的聖堂及每一位熱心的教友。願讚頌歸於天主。  

將臨期避靜 將臨期避靜將在 12/17/2016 1:30 到 4:30 舉行。

這心靈的準備能給我們反省天主的仁慈，感謝天主在過去一年給我們整個團體的祝福。 

避靜包括彌撒、告解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美德。  

(12/18) 今天是降臨期第四週 若瑟是一位虔誠的猶太人。

他過者一個規矩的生活。若瑟很期望跟一個美麗的少女瑪

利亞結婚；不過，他發現了瑪利亞懷孕子 , 而且他不是那

小孩子的父親。若瑟有很大的困惑。他怎麼辦呢? 若瑟非

常傷心。不過，因為他是一位義人 , 他就決定要暗暗的休 

堂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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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瑪利亞。就是那個時候天主顯示給若瑟神聖的計劃：瑪利亞要生

的兒子就是那一位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 

耶穌聖誕節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我們耶稣聖名華人天主堂將

要在我們的新聖堂舉行第一次的慶祝聖誕節彌撒。彌撒是在當天上

午10點半舉行，隨後有一家一菜式的午餐及慶祝活動，歡迎您 請

您的家人及朋友們來和我们一同慶祝這一年

一度的佳節。  

禮品店業 我們的禮品店業已開張！在每周日10:30 的彌撒結朿後

敬請光臨。也可做最後时機的聖誕採買。這不僅僅是你支持聖堂

建堂基金的的一種舉動而更是可以買到價亷物美的超值禮品！  

(12/25) 祝您聖誕節快樂！ 聖誕節是慶祝耶穌的誕生，祂是天主子，雖是與天父永生，卻

由童真瑪琍亞取得肉軀而來到人世。祂來到這個世上以光明照亮了

罪惡的黑暗，因 此任何人都因祂而得到生命。  

一月一日是聖母節 一月一日星期日我們的團體將要舉行聖母節彌

撒。中文彌撒是在當天上午10點半舉行，英文彌撒是在下午2點舉

行。當天教友應望彌撒，也是華人社區一同光榮在天主之母的好時

機。歡迎您 請您的家人及朋友們來和我們一同慶祝這一年一度的

佳節。  

宗教教育班已開課，仍接受報名! 兒童道理班及成人慕道班已開課，仍歡

迎新教友及有需要的教友家庭報名。教友知道有任何人願意認識天主教信

仰，可邀請他們參加慕道班課程，每週日早上 9:30 是中文課程，下午1:00 

點有英文課程。  

  

福傳禱文 上主，我們的天主，我們感謝讚頌你，您眷顧了你的子民，使我們

能順利建構了多年等待的聖堂。主，耶穌基督，你在升天前，曾囑咐門徒往

普天下去，傳揚福音。我們曾藉水與聖神，被召選成為你的門徒，分擔將福

音帶給世界的使命。求你在我們的心中，燃起福傳的心火，加強我們福傳的

信心，締造福傳的新文化。我們知道，福傳是我們每一個教友的使命，亦是

我們天主子民的一個基本承諾。求你以聖神的德能，推動我們，在所處的社會，家庭及

工作崗位中，履行福傳的使命，將充滿愛的福音喜訊，傳給我們所接觸到的人。亞孟。  

 

代禱名單  Angela，Monica， Anna，張薔，李述宣，蔣媽媽，傅國城，陳士

惠的媽媽和外婆，楊勵英的哥哥克平，溫莉蓮的姐姐溫意蓮，李美燕的嫂子

楊美蓮，周夢雅的外公孟祥鐸，顧媽媽的外孫女呂穎誼，戴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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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電台訊）2017 年元月 1 日新年伊始，教會慶祝天主之母節暨第 50 屆世界和平日。教宗方

濟各在本屆世界和平日文告中籲請所有善心人士讓「愛和非暴力」來引導「人際關係」、「社會

和國際關係」，以善勝惡，恢復世界和平。世界和平日由保祿六世教宗於 1968 年建立，每年元旦

舉行。教宗的和平日文告通常寄給世界各國外交部，表明聖座在新一年的外交路線。  

 

以下是教宗方濟各2017年元月1日世界和平日文告譯文： 

《非暴力：一種締造「和平」的政治風格》 

1.值此新年伊始，我衷心盼望全世界的人民和民族、各國領袖和政府、各宗教、民間和社團領袖

都能享有和平。我但願每一個人，不論男女老少，都享有和平；我祈求每一個人身上的天主肖像

能讓我們彼此承認為神聖的恩賜，都被賦予浩大的尊嚴。尤其是在有衝突的情況下，讓我們尊重

彼此「最深的尊嚴」[i]，使積極非暴力行動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 

今年的文告是世界和平日的第五十篇文告。在第一篇文告中，真福教宗保祿六世非常明確地對所

有人發言，而不是只對天主教徒。「和平是人類進步的唯一方向，而不是野心勃勃的愛國主義所

造成的緊張，不是暴力的征服，也不是壓迫，來藉此維護一個虛假的政治制度。」他警告大家，

相信「國際衝突不能靠理性的方法，也就是不能靠以法律、正義和公正為基礎的談判來解決，只

能靠威脅和屠殺的武力來解決」的危險。保祿六世引用他的前任，聖若望廿三世在《和平於世》

通諭中讚揚說：「對和平的愛及認知應以真理、正義、自由與愛為基礎」。在這五十年間，這段

話完全沒有失去它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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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 2017年世界和平日文告 ：以非暴力作為締造和平的政治風格 

教宗方濟各 \ 文件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在這個時刻，我願對「以非暴力作為締造和平」的政治風格加以省思。我祈求天主幫助所有人

在最內在的思想和價值觀上培養非暴力的態度。願仁愛與非暴力主導我們對待彼此的方式，不

論是個人或在團體中或是在國際事務上。當暴力行為的受害者能夠抗拒誘惑，不加報復時，他

們就成為以非暴力締造和平的最可靠的推動者。在地方上、在最平常的情況中，以及在國際秩

序中，願非暴力成為我們的決定、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以及我們的行動，而且更要成為各種政

治行為的特徵。  

 

破碎的世界 

2.上一個世紀，曾受到兩次嚴重世界大戰的摧殘、核子戰爭的威脅，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衝

突，而今天，令人傷感的是，我們正面對一個可怕的、時斷時續的世界戰爭。我們不容易知

道，比起過去，現今世界上暴力的程度是否更嚴重，也不知道現代的傳播方式及更大的流動

性，是否令我們更覺察到暴力的存在，還是說，反而讓我們對它更習以為常了？ 

不論如何，我們知道這種時斷時續的暴力，這種不同種類不同程度的暴力，引起了很大的苦

難：在各個國家及各洲的戰爭，恐怖主義、有組織的犯罪、事先難以預料的暴力攻擊、移民受

到的虐待、人口販賣集團下的受害者，以及對環境的破壞。這會把我們帶向何處呢？暴力能達

成任何有永恒價值的目標嗎？或者它只會帶我們陷入報復，以及一連串致命的戰爭衝突，到最

後，只造就了少數的「軍閥」？ 

暴力並非治癒這破碎世界的良方。以暴制暴，充其量也只能讓人被迫移民，並遭受巨大的痛

苦，因為大量的資源被用於軍事目的，卻讓年輕人、許多困苦的家庭、年長、體弱和世界上絕

大多數人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最糟的是，它會導致許多人的死亡──身體的以及心靈的──即

使並非所有人。 

 

喜訊 

3.耶穌自己也曾生活在暴力的時代。然而他教導我們，暴力與和平交戰的實際戰場是在人的心

裡；因為「惡念是從裡面，從人心裡出來的」（谷七 21）。但是基督的訊息卻給我們提供了一

個極為正面的做法。祂不斷宣講天主對我們無條件的愛，這愛接納人、寬恕人。祂教導門徒要

愛他們的敵人（參閱：瑪五 44）、要把另一面臉頰也轉給他們（參閱：瑪五 39）。當祂阻止別

人向那位犯姦淫被捉住的婦人投擲石塊時（參閱：若八 1-11），以及在祂離世的前一天晚上，

告訴伯多祿把劍放回原處時（參閱：瑪廿六 52），耶穌已經標示了一條非暴力的途徑了。祂走

在這條路上，直到終點，直到十字架前；藉著十字架，祂成為我們的和平，也終止了仇恨（參

閱：弗二 14-16）。凡是接受耶穌喜訊的人，就能夠承認自己內心的暴力，也就能被天主的仁

慈所治癒，而成為和好的工具。用亞西西的聖方濟各的話來說，就是：「當你以你的口宣布和

平時，務必確定你自己心中有更大的平安。」[ii] 

今天，要做耶穌真正的門徒，也必須接受耶穌對於非暴力的教導。正如我的前任本篤十六世所

說，那教導「合乎實際，因為它考量到世界上有太多暴力、太多不正義，因此除非有更多的愛

及更多的善，無法克服這情況。這種『更多』來自天主」[iii]。他接著強調：「對基督徒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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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不僅僅是戰術上的行為，更是一種為人處世的方式，是一個人深信天主的愛及能力，因此

能夠毫不懼怕地，只以愛和真理來對付邪惡。愛自己的仇人，構成了『基督徒革命』的核心」

[iv]。福音中，愛自己仇人（參閱：路六27）的誡命，「正可視為基督徒非暴力的大憲章。它並

不在於向邪惡屈服……，而在於以善勝惡（參閱：羅十二17-21），因而打破不公義的鎖鍊。」

[v]  

 

比暴力更強大 

4.有時人們會認為非暴力即是順服、不參與以及消極被動的意思，其實並非如此。德肋撒修女於

1979年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就明確地傳達了她自己的積極非暴力的訊息：「我認為家庭裡不需

要鎗彈，以摧毀或帶來和平──只須聚在一起，彼此相愛，……就能克服世上的一切罪惡」

[vi]。因為武力是一種假象。「當武器販子在販賣武器時，那些可憐的締造和平的人，則在奉獻

生命去幫助一個人，然後是另一個人，接著又是另一個人，」對於這些締造和平的人來說，德肋

撒修女「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徵性人物，是一個標記」[vii]。去年九月，我以極其喜悅的心情宣

布她為聖人。我讚揚她隨時樂於幫助任何一個人，「透過她對人類生命──也就是那些未出生、

被遺棄的生命的接納和維護……，她俯身照顧那些虛弱、被遺棄在街頭等死的人，在他們身上看

到天主所賦予的尊嚴，她讓世上有權有勢的人聽到她的呼籲，而在他們所製造的貧窮面前承認自

己的罪行──是的，那是罪行！[viii]」為了回應這一點，她的使命──而她代表成千、甚至數百

萬人士──就是伸出觸角，觸及那些受苦的人，以無比的奉獻精神，觸摸並包紮每一個受傷的身

體，癒合每一個破碎的生命。 

以決斷和一貫的態度力行非暴力，已產生了可觀的成果。聖雄甘地、汗‧阿卜杜勒‧加法爾‧汗

(Khan Abdul Ghaffar Khan)，以及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對抗種族岐視的成就，世人永不會忘記。婦

女更常常是非暴力的領袖，例如萊伊曼‧古博薇(Leymah Gbowee)以及成千的利比里亞婦女，她們

組織了和平祈禱及非暴力的抗議行動，最後終於能與高層和平談話，因而終止了利比里亞的第二

次內戰。 

我們也不能忘記，歐洲共產政權被推翻的那多事的十年。基督信仰團體不斷的祈禱和勇敢的行

動，對此貢獻良多。最有影響力的是聖若望保祿二世在任時的訓導。我的這位前任，在他1991年

發表的《一百週年》通諭中，省思1989年發生的種種事件時，強調「人民、國家和政府以和平抗

爭的方式，只使用真理和正義為武器」，就使人民的生命有了重大的改變[ix]。和平的政權轉

移，一部份原因也在於「人民致力於非暴力，他們始終拒絕武力，同時一次又一次地找到有效的

方法為真理作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接著說：「願人們學到不使用暴力而為正義奮戰，無論是

在國家內部或國際的紛爭裡，都能把階級鬥爭摒之於門外。」[x] 

教會在許多國家都參與以非暴力策略建立和平的行動，甚至要求最暴力的黨派齊心協力建立一種

正義與持久的和平。 

為不正義和暴力的受害者所付出的努力，並不只是天主教會專有的產業，也是許多宗教的固有傳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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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這些傳統認為「同情憐憫與非暴力，是生活方式中的重要指標」[xi]。我要堅決地強調「沒

有那一個宗教是暴力份子」[xii]。暴力褻瀆上主的聖名[xiii]。讓我們不厭倦地重覆這段話：「上

主的名不能用來為暴力辯護。只有和平是神聖的。只有和平是神聖的，而戰爭卻不是！」[xiv] 

非暴力政治始於家庭 

5.如果暴力的根源在人類心中，那麼非暴力應該首先在家庭中實行。這是我去年三月頒布的《愛

的喜樂》勸諭其中所描述的喜樂。這份勸諭是教會對於婚姻和家庭經過兩年省思後的結果。家庭

是不可或缺的熔爐，在這熔爐裡，夫婦、父母子女、弟兄姊妹，都學習著彼此溝通，互相關懷，

在其中所產生的磨擦甚至衝突，都必須經由交談、尊重、關心對方、仁慈和寬恕等等來化解，而

不是經由武力[xv]。愛的喜樂能夠經由家庭內流洩到世界上，照亮整個社會[xvi]。關於友愛的倫

理和個人及民族之間和平共處的倫理，不能建立在恐懼、暴力和封閉的心胸等等邏輯上，而是建

立在責任感、尊重和真誠的交談。因此我請求解除武裝，禁止並廢除核武：核武的鎮懾力量，以

及必定會造成相互毀滅的威脅，無法為這樣的倫理奠立根基[xvii]。我也以同樣急迫的心情，懇求

停止家庭暴力，以及對婦女和兒童的虐待。 

十一月才結束的慈悲禧年，鼓勵了我們每一個人，洞察自己內心的深處，並讓天主的慈悲進入。

慈悲禧年教導我們明白，有多少的個人和社會群體遭到各種形式的冷漠，以及不公義和暴力對

待。他們也是我們「家庭」的成員，他們也是我們的弟兄姊妹。非暴力政治必須始於家庭，然後

擴展到全人類大家庭。「里修聖女小德肋撒邀請我們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踏上愛的途徑──不要

錯過一句良言、一個微笑，以及任何一個小動作所能表達的平安和友善。整體的生態學也是由日

常生活中眾多小動作交織而成，能打破暴力、剝削和自私的邏輯。」[xviii] 

我的邀請 

6.透過積極非暴力來建立和平，可以補足教會持續藉著以道德準則來限制使用武力這方面的努

力；教會參與國際組織的工作，也有許多基督徒參與起草適當的法律，以期對建立和平有所貢

獻。耶穌的山中聖訓提供了一份締造和平的「手冊」。真福八端（參閱：瑪五3-10）讓我們看到

一個可被稱為有福、善良、可靠之人的肖像。耶穌告訴我們，溫良的人、憐憫人的人、締造和平

的人、心裡潔淨的人、飢渴慕義的人，都是有福的。 

這也是政治和宗教領袖、國際組織負責人、企業和媒體主管人員的一項行動綱要和挑戰：執行相

關的業務及所負的責任時，要實際應用真福八端的精神。以和平締造者的態度來建立社會、團體

和企業，是一項挑戰。拒絕遺棄他人、破壞環境，或拒絕只求獲勝不計手段，那就是慈悲的表

現。為了做到這些，應該「甘心情願面對迎面而來的衝突，解決衝突，讓衝突成為新進程這鏈條

中的一個環節！[xix]」在行動上要以團結做為創造歷史及在社會上建立友誼的一種方式。積極非

暴力，可以向大家證明，團結合一確實比衝突更有力量，也更能產生效果。世界上萬物彼此都是

相關連的[xx]。分歧差異當然會造成摩擦。但讓我們以建設性和非暴力的態度面對，這樣，「在

衝突、緊張、對立的生活環境中能達致多元並賦予生命的合一」，而保留了「對雙方有用和有效 

網頁: HTTP://WWW.ATLANTACHINESECATHOLIC.ORG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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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xxi]  

我保證教會會盡一切努力，透過積極和創造性的非暴力行動，來協助建立和平。2017年1月1日，

「促進人類整體發展部」這個新的機構就要開始運作。這個部門會幫助教會以更有效的方法促進

「正義、和平、關懷萬物等可貴的善」，同時關心「移民、貧困者、生病的人，以及被排擠、被

邊緣化的人、遭監禁和失業者，還有軍事衝突、自然災害的受害者，以及各種形式的奴役和施

虐」[xxii]。這樣的回應，不論是多麼微薄，每一個回應都有助於建立一個擺脫暴力的世界，這就

是走向正義與和平的第一步。 

結論 

我依傳統，在十二月八日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節這天簽署這份文告。聖母瑪利亞是和平之后。她的

兒子誕生時，天使歌頌天主的光榮，並希望善心的人都能在世享平安（參閱：路二14）。 

「我們大家都要得享和平。許多人日復一日地，藉著小小的舉動建立和平；許多人在受苦，然而

仍耐心地努力做締造和平的人」[xxiii]。在這2017年，願我們虔誠且積極地奉獻自己，驅除心中及

言語行為中的暴力，成為非暴力的人民，並建立非暴力的團體，能關懷我們共同的家園。「如果

我們在祈禱中轉向天主，那麼就沒有不可能的事。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和平的工匠。」[xxiv] 

教宗方濟各 

2016年12月8日 

發自梵蒂岡 

（台灣明愛會恭譯） 

............................................................. 

[i]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228。 

[ii]“The Legend of the Three Companions”, Fonti Francescane, No. 1469. 

[iii]本篤十六世，三鐘經，2007年2月18日。 

[iv]同上。 

[v]同上。 

[vi]德肋撒修女，諾貝爾和平獎致詞，1979年12月11日。 

[vii]默想：和平之路，聖瑪爾大之家小堂，2015年11月19日。 

[viii]加爾各答的德肋撒修女封聖典禮講道，2016年9月4日。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6/12/31/%e6%95%99%e5%ae%97%e6%96%b9%e6%bf%9f%e5%90%842017%e5%b9%b4%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6%97%a5%e6%96%87%e5%91%8a%ef%bc%9a%e4%bb%a5%e9%9d%9e%e6%9a%b4%e5%8a%9b%e4%bd%9c%e7%82%ba%e7%b7%a0%e9%80%a0%e5%92%8c%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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