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與社會和好∗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
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 5:9-10)
關心社會，尊重人權是達致社會和好的基礎，今年是《世界人權宣言》的五十週
年，而今年和平日的主題是「尊重人權，和平之訣」(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the
Secret of True Peace)。可見，對於和平問題，及為迎接二千禧年，教會對人權訴
求的重視。
和平日主題小釋義
今年的主題是「尊重人權，和平之訣」。這是說若要達致和平，秘訣是人權要首
先得到尊重。和平並非強迫得來的東西，這是發自人的內心，社群的集體願望，
目標是全人類的幸福。所以，尊重人權，才會有和平。
五十年前頒布的《人權宣言》，在序言中說明人的尊嚴及其所應有的平等權利，
是世界自由、正義、及和平的基礎。而《宣言》第一條更指出人人都生而自由，
擁有平等尊嚴及權利。人與人之間應該和睦相處，情同手足。由此可見，尊重人
權已是世界性的訴求。
然而，今日還有不少人成為國際鬥爭及壓迫的犧牲品，他們期待得到尊重及文化
上的認同。他們希望有自決權，受剝削的兒童需要知道自己的權利，宗教歧視仍
然以不同形式出現。這些一切一切，都在危害世界和平。
自《宣言》頒布以後，各國制定了不少國際人權法案。今日，是時候讓我們反思
是否有必要再訂出新的人權。隨著經濟及金融國際化，新科技如遺傳學及資訊學
的發展，我們如何才能保障弱勢社群及國家的利益？在這千變萬化的年代，人權
受到甚麼挑戰？權利與義務之間有沒有分界？人性的完整性如何得以保存？這
些問題的答案，相信就是世界和平問題的答案。
（以上撮譯自《羅馬觀察報》98 年 7 月 8 日有關和平日文告的介紹）
從以上文告的介紹，我們看到甚麼？
1. 和平的秘訣是尊重人權。
2.教宗再次肯定《人權宣言》，確認《宣言》的最基本原則──人人擁有平等尊
嚴及權利。
3. 文告指出現世的問題：國際鬥爭、國家及人民的自決權及文化認同權利、兒
童權利及宗教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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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日世界千變萬化，為回應時代需要，我們應該重新思考經濟權、生命權、
資訊權等，並強調弱勢社群的利益、思考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及人性的完整性。
和平與尊重人權，兩者之間有甚麼關係？
兩者的邏輯關係是這樣的：
1. 和平的先決條件是秩序。
2. 社會秩序的基礎是人性尊嚴得到保障，所以：
3. 和平建基於人性尊嚴得到保障之上，而追求人性尊嚴，就是追求人權；所以，
和平建基於人權。
(參考《和平於世通諭》1-7 節)
維護人權，促進和平，教友應留意甚麼？
簡單說，有三點可以留意。
1. 教友該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因為若要使現代世界依著基督的原則發展，只自
顧個人的信仰生活是不足的。我們還需要從社會內部發揮天主教的影響力。況且
教友參政，不會像神職人員參政一樣，違背政教分開的原則，我們可以跳出這個
局限，從現代社會層面出發，致力改善社會。
2. 重視宗教教育。意思是要使教友把宗教信仰及福音原則切實的活在生活中。
縱使科技迅速發展，但道德及宗教意識卻相當薄弱，這樣的社會實在畸形的。所
以，教會有使命在教會內外宣揚基督的福音，使人人依從福音原則，維護人權，
促進和平。
3. 多與非天主教，即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及無信仰的人士及組織合作，促進
宗教交談及打破宗教障礙。透過宗教間的合作及和諧，共同努力促進人權及締造
和平。
在本港，教區在維護人權及促進和平的工作上，可以怎樣做？
1. 宣揚人權及和平的訊息。
2. 主動為弱勢社群爭取權利。
3. 為弱勢社群提供支援。
4. 反對使用暴力。
5. 扮演先知的角色，發表聲明或組織行動，要求政府改善不公義的政策。
6. 透過教友培育，對抗違反人權、歧視、不平等及鼓吹暴力的社會文化。
7. 利用其宗教身份，轉化社會上每一個人，對人權及和平事工的醒覺。
8. 撰寫香港人權報告，遞交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9. 神學訓練課程強化人權及社會倫理意識。
10. 多舉辦與人權或弱勢社群權利的宗教活動。
11. 為人權祈禱。

堂區可以做甚麼？
1. 成立關社組。
2. 建立關社的堂區氣氛。
3. 舉辦人權教育活動。
4. 製作及派發人權單張。
5. 舉辦人權工作坊。
6. 在彌撒的祈禱中，帶出人權與和平的訊息。
7. 舉辦人權或弱勢社群權益的祈禱會及佈道會。
8. 以堂區為單位，回應違反人權及暴力的事件。
9. 在慕道班、主日學中，加入人權意識及社會訓導的教育。
10. 信仰小團體多加討論社會事務，特別是與人權及社會有關的課題。
11. 舉辦認識不同社群權益的活動，例如生活體驗、探訪、政策研究講座等。
12. 為人權祈禱。
個人可以做甚麼？
1.
留意違反人權及和平的新聞。
2.
多從人權角度思考，特別是對弱勢社群。
3.
監察政府，反對不合理的政策。
4.
促請政府立法並執行保障人權的法例。
5.
推行人權教育，培養人權意識。
6.
推動教會舉辦推廣人權及和平的活動。
7.
與教會一起維護人權及促進和平。
8. 以身作則，尊重別人的人權。
9. 多參與維護人權及弱勢社群權益的活動。
10. 在各自的生活圈子裏，宣揚人權意識。
11. 為人權及和平祈禱。
重要事項：
這裏分三個層面介紹教會在維護人權及倡議和平時可能做的工作，目的只是希望
各層面的教會人士都能關注人權及弱勢社群的權益，並視為己任，致力改善人權
狀況。所以，這三方面的工作並非互不相干，不要以為列在教區層面的工作就不
關教友的事，反之亦然。其實，這些工作是需要教會內上下全體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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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文憲
梵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大公會議勸告信友，本著福音精神，忠實滿全此世的任務，因為信友不獨是天
國子民，亦是此世的國民。固然，在此世，我們並沒有永遠的國土，而應尋求來
生的國土，但如果信友認為可以因此而忽略此世任務，不明白信德更要他們各依
其使命滿全此世任務，則是遠離真理。……許多人的信仰生活和日常生活分割，
要算我們這時代嚴重錯誤之一。……所以信徒不得將職業和社會活動同宗教生活
對立起來。」 (43 節)
「世事深入而迅速的變動，迫切要求人們不得懶惰成性，不注意時局，只顧個人
的倫理。為滿全正義及愛德任務，迫切需要每人各盡所能，並依照他人的急需，
對公益有所貢獻。」 (30 節)
「每人應將社會關係視作現代人的主要任務,並加以尊重。世界越趨團結，越清
楚地看出人的任務如何跨出個別團體，而逐漸擴大至全球。這需要每人及每個團
體培養自己的道德及社會美德，並將這些美德推廣至社會內，俾能靠天主的聖
寵，出現真正新人和新人類的建設者。」 (30 節)
「源於愛人的現世和平，乃基督和平的表記和結果，……。」 (78 節)
「和平並不是不作戰，亦不只是敵對雙方之間建立武力平衡，更不在於獨裁鎮
壓，而是名符其實的正義的偉業。造物主為人類社會安置了秩序，和平便是秩序
的成果……。」 (78 節)
「由於人類意志薄弱，而又為罪惡所重創，故欲獲致和平，需要人人恒心控制其
私慾，並需要合法權力的督導。」 (78 節)
「……除非人權的利益獲得保障，除非人們互相信任，自動與他人交換其心靈與
天才的財富，則世界不可能獲得和平。決心尊重他人及各民族的尊嚴，實行並致
力於博愛，是建樹和平的必要因素。故和平亦是愛德的成果，愛德遠超過正義所
能貢獻的。」 (78 節)
「凡獻身教育，尤其是那些獻身青年教育及左右輿論者，其重要責任是以新的和
平思想培育人心。我們每人都應改造自己的心，並應著眼於全世界，著眼於同他
人攜手合作，以改善人類生活。」 (82 節)

「國民應慷慨而忠實地愛護祖國，但不得心地狹隘，卻應同時注意整個人類的福
利；因為各種族、各民族、各國家間因各種關係而團結為一。」 (75 節)
「尊敬及愛德亦應延伸在社會、政治乃至宗教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及作風者身
上。我們越和善而友愛地深入了解其思想方式，越容易和他們交談。」 (28 節)
「我們教會希望同所有人士交換意見，純粹出於愛慕真理之誠，只要保持著相當
的明智，我們不拒絕與任何人交談；有人擁有卓越的美德，而尚未認識這些美德
的創造者天主，有人甚至反對並迫害教會，但我們仍不拒絕與他們交談。天主父
是萬有的真原及宗旨，故我們都接受了互為弟兄的使命。我們既擁有由人性及天
主而來的同一使命，我們可以而且應當捐棄暴力與欺詐，為建設一個享有真正和
平的世界，而通力合作。」 (92 節)
「......教會並非不知，在許多世紀裏，所有成員，即神職人員和普通信友中，曾
有不忠實於天主之神者。連在現代，教會亦熟知，在宣講福音的人性弱點及其所
宣講的福音之間，存在著多遠的距離。不拘歷史對這些弱點作何評論，我們應當
意識到這些弱點的存在，並全力克服，以免有礙於福音的傳播。同時教會亦明白，
在她和世界的交際上，由歷代經驗中，尚須不斷成熟之處，還很不少。為聖神引
導的教會，不斷勸勉其子女們潔煉革新，好讓基督的記號更清晰地反映在教會的
面部上。」 (43 節)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 (1987 年 12 月 30 日)：
「譴責罪惡和不正義也是在社會中傳福音的使命之一，這是教會先知角色的一
面。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地知道，宣講福音是比譴責罪惡重要得多，後者不能忽略
前者，因為前者給予更高動機的真正穩定和力量。」 (41 節)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好與懺悔宗座勸諭》 (1984 年 12 月 2 日)：
「每當教會談及罪的境況，或譴責某些境況、或某些或大或小的社群、或甚至整
個民族或民族的合作的群體表現，為社會性罪惡時，教會所明白和所公開指明的
就是，那些社會性罪惡是由許多累積和匯集起來的個人罪惡所引致的。這裏所指
的就是下列人士個人所犯的罪惡：那些導致、支持或利用惡行的人士；那些能夠
確立、消除或起碼局限某些社會性惡行，但卻由於懈怠、怕懼、幫凶性的沉默，
無形的同流合污，或漠不關心而沒有採取行動的人士；那些似是而非的較重大理
由，以所謂不能改變世界作為藉口及迴避改變世界所需的動力和犧牲的人士。因
此，真正的責任是由個別人士負起的。」 (16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