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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內的生活在基督內的生活在基督內的生活在基督內的生活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人的召叫人的召叫人的召叫人的召叫：：：：在聖神內的生活在聖神內的生活在聖神內的生活在聖神內的生活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人的團體人的團體人的團體人的團體    

1877. 人類的被召是為顯示天主的形象，並按父的獨子的肖象而受改變。這

召叫具有個人的方式，因為每一個人被召進入天主的真福；這召叫也

涉及整個人類團體。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人與社會人與社會人與社會人與社會 

一一一一、、、、人被召的團體特色人被召的團體特色人被召的團體特色人被召的團體特色 

1878. 所有的人都為了同一終向，即為了天主本身而被召。天主聖

三的結合，和人與人之間應在真理和愛中建立的兄弟手足情

誼，有相似之處。愛近人與愛天主分不開。  

1879. 個人需要社會生活。此種生活為個人不是附加的，而是他本性的需

要。人通過與他人的交往，與兄弟間的互相服務和對話，而發展他的

潛能；人就這樣回應他的被召。  

1880. 一個社會社會社會社會是一群人的集合體，藉著一個超越他們中每個人的合一原

則，以有機體的方式聯合在一起。社會是同時可見的和精神的集合，

在時間內持續存在：它繼承過去，準備將來。通過社會，每個人被立

為「繼承人」，領受「才能」以豐富他的身分，他則應該加以發展結

出果實。每個人理當效忠於他所參與的團體，並尊重負責公益的掌權

者。  



1881. 每個團體由它的目標來界定，因此應遵守特定的規則，但是「人人人人是，

且該是所有社會組織的本原、主體及宗旨」。  

1882. 某些社會團體，如家庭和國家，更直接地符合人的本性。這些團體是

人所需要的。為使更多的人參與社會生活，應鼓勵創立志願的協會和

組織，「為了經濟、文化、社會、體育、娛樂、職業、政治的目標，

且不只局限於國內，也推廣至世界的層面」這「社會化社會化社會化社會化」也表達了自

然的趨向，這趨向推動人為了達到超越個人能力的目標而結社。社會

化發展個人的天賦，尤其增加人的創新力和責任感。社會化也有助於

保障人的權利。  

1883. 社會化也引發出一些危險。國家過度的干預能夠威脅個人的自由和主

動。教會的訓導曾制定了所謂輔助性輔助性輔助性輔助性的原則。根據這個原則，「較高

層的社會不應剝奪較低層社會的權限，以干預其內部生活，反而應在

必要時支持它，並幫助它與其他的社會組成分子，在行動上取得協

調，以促進公益」。  

1884. 天主並不願意把一切權力的行使單獨保留給自己。祂分給每一個受造

物，運用其天賦的能力，可以行使的職分。這治理的模式應在社會生

活中加以仿效。天主治理世界的態度，証實了祂對人自由的極端尊

重，這態度應能啟發人間團體統治者的智慧。他們應該表現出作為天

主眷顧的執行者。  

1885. 輔助性的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它劃清國家干預的界限。它

設法協調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它有助於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

秩序。  

二二二二、、、、皈依和社會皈依和社會皈依和社會皈依和社會 

1886. 社會為實現人的召喚是不能缺少的。為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尊重正確

的價值等級，就是「物理和本能的層次隸屬於內在和精神的層次」。  社會中的生活，應首先被確認是屬於精神界的事實。事實上，社會生活是在真理光照中知識的交換、權利的行使、義務的完成，探索道德善的競爭，在所有美的正當表達中、高貴樂趣的相通，把自身最好的一分通傳給他人的恆常態度，對精神日益富裕的共同嚮往。這些價值應該推動和領導文化活動，經濟生活，社會組織，政治的運動和體制，立法的程序以及社會生活在不斷進化中的種種表現。 

1887. 方法和目標的倒置，勢必給只為達到目標的手段賦予終向的價值，或

將人視為達到目標的純粹手段，結果是產生不義的結構，這結構「將

使基督徒的生活，要符合立法者天主的誡命，發生困難，而實際上成

為不可能」。  

1888. 因此，應該求助於人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並呼籲人經常需要進行內在內在內在內在

的皈依的皈依的皈依的皈依，為促成社會的改變，使它真實地為人服務。確認人心皈依為

首務之急，非但絕不免除，反而更負起責任，對引人犯罪的結構和生



活環境，予以適當的清理和淨化，為使它們合乎正義的規範，不再阻

止善，而有利於善。  

1889. 沒有恩寵的幫助，人不能「明辨介於懦弱和暴力之間的窄路，前者向

罪惡低頭，後者流於與罪惡搏鬥的幻想，實則使之變本加厲」。這是

一條愛德的道路，就是愛天主和愛近人的道路。愛德在社會誡命中佔

著最重要的位置。愛德尊重他人和他人的權利。愛德要求實踐正義，

也唯有愛德能使我們做到。愛德啟發自我奉獻的生活：「不論誰，若

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凡喪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

(路 17:33)。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1890. 天主聖三的結合，和人與人之間所應建立的兄弟友愛的情誼有某種相

似之處。  

1891. 人按照其本性發展自己，就需要社會生活。某些社會團體，如家庭和

國家，更直接地適於人性。  

1892. 「人是，且該是所有社會組織的本原、主體及宗旨」。  

1893. 應鼓勵人們廣泛地參與志願的社團和組織。  

1894. 按照輔助性的原則，不論是國家抑或較大的社會，都不應取代個人和

中間團體的主動性及責任感。  

1895. 社會應讓人們容易地修練德行，勿橫加障礙。應由一個正確的價值等

級所啟發。  

1896. 在社會風氣為罪惡所腐化的地方，就要呼籲人心的皈依，和懇求天主

的恩寵，讓愛德激勵正義的改革。離開福音，就沒有解決社會問題的

答案。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參與社會生活參與社會生活參與社會生活參與社會生活 

一一一一、、、、權威權威權威權威 

1897. 「社會中若無賦有合法權威的人，保障法紀的穩定，並採取足夠的措

施，促進公益，社會生活將沒有秩序和成就」。  



 

所謂「權威」是指一種資格，憑著它，人或機構給人們制定法律和施

予號令，並要求人們服從。 

1898. 任何人的團體都需要有權威來治理。 權威以人性為基礎。為國家的連

帶責任，權威是必要的。權威的任務是盡其所能確保社會的公益。  

1899. 道德秩序所需要的權威，是從天主來的：「每人要服從上級有權柄的

人，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所有的權柄都是由天主規定的。

所以誰反抗權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規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處罰」

(羅 13:1-2)。  

1900. 服從的義務要求眾人給予權威應有的榮譽，對行使職權的人表示尊

敬，並依照他們的功績，表示感激和善意。  有聖克萊孟教宗筆下的一篇禱詞，是教會為執政者最古老的一篇祈禱文： 「上主，請恩賜他們健康、平安、和睦、安定，為使他們順利地行使祢賜給他們的統治權。師傅，永世的天上君王，是祢賜給了世人之子光榮，榮譽和統治大地的權能。上主，請指引他們的計謀，不離美善並依祢所悅納的，為使他們在以虔敬、和平、溫良，行使得自祢的權力的時候，幸獲祢的垂憐」。 

1901. 權威固然反映天主所欽定的秩序，「政體的確定及行政人員的遴選，

可由國民自由抉擇」。  

政體的多元性，在倫理上是容許的，只要它們符合採用此體制的團體

的合法利益。若政體在本質上違反自然律、公共秩序以及基本人權，

那麼，強行此政體的國家便不能達成其公益。 

1902. 權威並非從自身取得其道德的合法性。它不得專橫妄為，而應為公益

服務，作為一種「道德力量，此道德力量的基礎是自由及責任感 」：  聖多瑪斯，《神學大全》：人的立法是否有法律的特色，全看是否符合正直的理性；由此顯出，它的力量乃得自永恆律。如果立法偏離理性，則應宣告為不義，因為它不再符合法律的定義；而更好說是一種暴力。 

1903. 若權威尋求有關團體的公益，並採用道德上容許的方法來達成此目

標，這時權威的行使才算合法。如有掌權者制定不義的法律，或採用

違反道德秩序的方法，這些措施沒有束縛良心的力量。「在這情況

下，權威自動消失而轉變成為迫害」。  

1904. 「更好每個權力受到其他權力及其他合法權力的制衡約束，使它維持

在正確的限度內。這便是所謂『法治國家』的原則，在法治國家裡法

律是無上權威，而非個人獨斷的意願」。  



二二二二、、、、公益公益公益公益 

1905. 依照人的社會本質，個人的私益必然與社會的公益有關。公益的界

定，必然要顧及個人：  巴納博，《書信》：生活絕不可脫離群眾、獨自隱退，自以為義人似的，但要聚在一起，共同尋求公益。 

1906. 公益一詞是指「整個社會生活的條件，容許團體和個人更充分地和更

方便地達到完美」。 公益與所有人的生活有關。公益要求每一個人，

尤其那些掌權的人，謹慎明智。公益包括三個基本的要三個基本的要三個基本的要三個基本的要素素素素：  

1907. 首先，以對人對人對人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尊重的尊重的尊重的尊重為前提。因公益之名，公權力必須尊

重人基本的和不可轉讓的權利。社會應該允許每一個成員實現他的使

命。公益尤其在於提供條件，以利行使天賦的自由，這為達成人的使

命，是不可缺少的：「例如：隨從自己良心的正確指示而行事的權

利、維護私生活和正當自由的權利，包括宗教事務上的自由」。  

1908. 其次，公益要求社會的福祉會的福祉會的福祉會的福祉和團體自身的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發展概括了全部的社

會義務。誠然，以公益的名義，分配各種個別的利益，乃屬權威的責

任。但是它必須使每一個人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一切，為能度一個真正

合乎人性的生活，如：衣、食、健康、工作、教育和文化、適當的資

訊、建立家庭的權利等。  

1909. 最後，公益包括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就是一個穩定和安全的正義秩序。因此，公益

假定權威採用正當的方法，確保社會及其成員的安全。公益奠定個人

和集體的合法自衛的權利。  

1910. 要想人的每一團體都擁有允許它自我肯定的公益，這唯有在政治團體政治團體政治團體政治團體

裡才能得到最圓滿的實現。保衛和促進公民社會、國民和中間社團的

公益是國家的責任。  

1911. 人類彼此相屬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並漸漸伸展至整個大地。四海一

家，集合了享有天賦平等尊嚴的人類，牽涉到一個普遍的公益普遍的公益普遍的公益普遍的公益。這公

益要求將各國團體組織起來，「以應付人類各種需要。這些需要有的

屬於社會生活，如：衣食、衛生、教育……；有的則屬於某些隨處可

以發生的特殊情形，如：賑濟難民，並支援移民及其家庭……」。  

1912. 公益常以人的進步為目標：「事物的秩序應隸屬於人的秩序，而人不

應隸屬於事物」。 這秩序以真理為基礎，建立在正義之上，因愛而活

躍。  

三三三三、、、、責任與參與責任與參與責任與參與責任與參與 

1913. 參與是指個人自願並慷慨地投入社會的交流。所有的人必須各依其



位，各按其職，參與促進公益的工作。此責任是基於與生俱來的人位

格的尊嚴。  

1914. 參與首先實現在職務範圍裡，負起個人的責任個人的責任個人的責任個人的責任：人藉著關懷家人的教

育，藉著在自己工作上的良心，而分享他人和社會的利益。  

1915. 國民應盡其所能積極參與公眾生活。參與的模式因地區或文化而異。

「國家讓絕大部分國民，在真正的自由中，參與公共事務，是值得讚

揚的」。  

1916. 眾人對促進公益工作的參與，一如所有的倫理責任，要求社會的夥伴

經常不斷地皈依皈依皈依皈依。欺詐舞弊以及其他狡猾手段，使某些人逃避法律的

強制與社會義務的規定，因與社會正義的要求背道而馳，應該堅決地

予以譴責。應該設法促進那些改善人生活條件的組織。  

1917. 鞏固那些能促進團體成員互相信任，和激勵他們自願為別人服務的價

值，乃屬於掌權者的責任。參與從教育和文化開始。「我們有理由相

信，誰知道給下一代指出生活及希望的理由，人類未來的命運，就操

在他們的手中」。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1918. 「沒有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所有的權柄都是由天主規定的」(羅

13:1)。  

1919. 任何人類的團體都需要有權威來維持和發展。  

1920. 「政治團體及公權力是以人性為基礎的，所以也屬於天主所欽定的秩

序」。  

1921. 若權威致力於促進社會的公益，就是合法地行使。為達到這目的，它

該使用道德上容許的方法。  

1922. 政體的多元性，只要它們致力於促進團體的公益，就是合法的。  

1923. 政權應在道德的規範內行使，同時要保証行使自由的條件。  

1924. 公益包括「整個社會生活的條件，容許團體和個人更充分地和更方便

地達到完美」。  

1925. 公益包括三個基本的要素：對人基本權利的尊重和促進；社會的屬靈

及屬世價值的昌盛或發展；團體及個人的和平與安全。  

1926. 人位格的尊嚴包含尋求公益。每人都有義務出力促進和支持一些改善

人類生活條件的組織。  



1927.維護並促進公民社會的公益是國家的責任。為整個人類家庭的公益，則

要求一個國際社會的組織。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社會正義社會正義社會正義社會正義 

1928. 當社會製造某些條件，容許社團和個人，按照他們的本性和召叫，享

有他們應該得到的一切時，才能保証社會正義。社會正義是與公益及

權力的行使連在一起的。  

一一一一、、、、對人的尊重對人的尊重對人的尊重對人的尊重 

1929. 只有在人的超越性的尊嚴受到尊重時，社會正義才能實現。人代表著

社會的最終目標，社會是為了人而組成的：  維護和促進人位格的尊嚴，是造物主交給我們的責任。對此，歷史的環境不論如何，男男女女都有重大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 

1930. 尊重人，包括尊重他身為受造物的尊嚴及由此所衍生的權利。這些權

利是先於社會的、是社會應該承認的。它們是所有權威倫理合法性的

基礎：如果一個社會在其積極立法時，加以輕視，或拒絕承認這些權

利，無異是損害自身的倫理合法性。缺少了對人的尊重，掌權者唯有

訴諸武力或暴力，以使屬下服從。教會有責任提醒善意的人士，請他

們謹記這些權利，並對不當的與錯誤的要求，加以分辨。  

1931. 尊重人須透過以下的原則：「人人應將其近人視作『另一個自己』，

一無例外。首先應顧及近人的生命，以及為度尊嚴的生活所需要的資

源」。沒有一種立法，憑其本身的力量，足以消除恐懼、偏見、驕傲

和自私的心態，這些都阻礙建立真正具有兄弟情誼的社會。唯有在以

每一個人為「近人」、為兄弟的愛德能消除這些阻礙。  

1932. 對那些最感無助的人，不論在那一方面，作為他們的近人、積極為他

們服務的責任尤其迫切。「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

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  

1933. 這責任也推廣到那些思想和行為方式跟我們不同的人。基督的教導更

要求寬恕他人的冒犯。基督把愛的誡命，也就是新的法律，推及所有

仇人。福音精神的解放跟憎恨仇人，是水火不相容的；這裡，不容許

憎恨的，是作惡的人，而非仇人作的惡。  

 



二二二二、、、、人的平等與差異人的平等與差異人的平等與差異人的平等與差異 

1934. 人是依照唯一天主的肖象而受造的，擁有一個相同的有理性的靈魂；

人人皆有同一本性，出自同一本原。人又是藉基督的犧牲所救贖的，

人人都蒙召分享同一天主的真福：因此，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尊嚴。  

1935. 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本質上，基於人之為人的尊嚴，和導源於此尊嚴

的權利：  面對人的基本人權，任何形式的歧視，無論是為了性別、種族、膚色、社會地位，或為了語言或宗教，都應予以克服和揚棄，因為都違反天主的計劃。 

1936. 在進入世界的時候，人並沒有為發展肉體和精神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他需要其他的人。人顯然存有與年齡、體能、智能、人品、利益交

流、財富分配等有關的差異。「才能」並不是平等地分配的。  

1937. 這些差異乃屬天主的計劃，祂願意每個人從他人得到他所需要的，而

享有某些特殊「才能」的人，要把利益輸送給那些需要的人。差異鼓

勵，而且屢次要求人們慷慨大量，宅心仁厚，樂意分施；差異促使各

文化彼此豐富充實：  聖女加大利肋•西恩那，《對話集》：我不把所有德行平等地分給每個人。……有許多德行，我就這樣分給了人，有的給這人，有的給那人。……給這人愛德；給那人義德；給這人謙遜的德行，給那人活潑的信德。……至於現世的財富，為人生必需的事物，我以更大的不平等分施給人。我不願意每個人都擁有為生活必需的一切，為了使人們因生活的急需，在彼此之間有實行愛德的機會。……我願意他們互相需要，並做我的管家，為分施他們受自我的恩寵和贈與。 

1938. 邪惡的不平等邪惡的不平等邪惡的不平等邪惡的不平等仍存在著，打擊著千千萬萬的男女打擊著千千萬萬的男女打擊著千千萬萬的男女打擊著千千萬萬的男女。。。。這種不平等公開地這種不平等公開地這種不平等公開地這種不平等公開地

違反福音違反福音違反福音違反福音：：：：  人的平等尊嚴要求達到更為人道及比較公平的生活條件。在人類大家庭內各成員、各民族間，所有經濟、社會上過分的不平等，是一種恥辱並違反社會正義、公平及人位格的尊嚴，尤其危及社會及國際和平。 

三三三三、、、、人的連帶責任人的連帶責任人的連帶責任人的連帶責任 

1939. 連帶責任的原則，也被稱為「友誼」或「社會仁愛」，是人類間和基

督徒之弟兄情誼的一個直接的要求：  比約十二世，《至高司祭》通諭：「今日廣泛流傳的一個錯誤，便是忘記人類連帶責任和愛德的法律。這法律是為所有的人規定的，且應遵守的，因為所有的人，不管屬於那一民族，都有同一個來源，並有平等的理智天性。這法律亦被耶穌基督為有罪的人類在十字架的祭台上獻給天父的贖罪祭所確定」。 

1940. 連帶責任的表達，首先在於財富的分配和工作的酬勞。其次也在於致

力於一個更正義的社會秩序，在此，張力更能化解，爭執更易達致協



議。  

1941. 社會和經濟的問題，只有借助各種形式的連帶責任，才能獲得解決：

窮人和窮人間，富人和窮人間，工人和工人間的連帶責任，在企業上

僱主和僱員間的連帶責任，國家和國家間的連帶責任，民族和民族間

的連帶責任。國際的連帶責任是道德秩序的一個要求。世界的和平局

部地有賴於它。  

1942. 連帶責任的德行超越物質的財富。在傳播信德的精神財富時，教會也

隨著促進物質財富的發展，屢次給此發展開闢新的門路。這樣，許多

世紀以來，應驗了主的話：「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這

一切自會加給你們的」(瑪 6:33)。  比約十二世，1941 年 6 月 1 日講詞：二千年來，在教會的靈魂內，活躍著，且繼續活躍著一種心情：它曾經推動了，且繼續在推動人靈從事愛德的事業，直達英豪的地步：其中，有隱修的苦耕者，奴隸的解放者，病患的醫療者，信德、文明、科學的傳播者；他們把訊息帶給所有的時代，所有的民族，為了創新社會的環境，以便所有的人能夠度一個適宜於人的，相稱於基督徒的生活。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1943. 當社會實現某些條件，容許社團和個人享有他們應得的權利，才能保

証社會正義。  

1944. 尊重他人就是將他人當作「另一個自己」看待。這必須以尊重人的基

本權利為前提，因為這些權利乃源於人的內在尊嚴。  

1945. 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是基於他們的人格尊嚴，和源於這尊嚴的的權利。  

1946 人與人的差異乃屬天主的計劃，祂願意我們彼此需要。這些差異該激勵

我們實踐愛德。  

1947 人的尊嚴是平等的，要求我們縮減社會及經濟上過分的差距，同時推動

我們消除邪惡的不平等。  

1948 連帶責任是一個極具基督徒特色的德行，它使我們分享屬靈的財富，更

甚於物質的財富。  

 

<續 1949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