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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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第七誡第七誡第七誡第七誡 

 不可偷盜 (出 20:15; 申 5:19)。 不可偷盜 (瑪 19:18)。 

2401. 第七誡禁止不義地拿走或扣留他人的財物，以及造成他人財物上的任何

損失。第七誡命令人，以正義和愛德管理地上的財物及勞苦的成果。第

七誡為了公益，要求尊重財物的普遍的用途及私有權。基督徒的生活應

努力使這世界的財物，導向天主及弟兄的友愛。  

一一一一、、、、財物的普遍用途及私有權財物的普遍用途及私有權財物的普遍用途及私有權財物的普遍用途及私有權 

2402. 在起初，天主把大地及其資源，託付給人類共同管理，好使人類細心照

顧，以勞作統治大地，並享受其果實。世上的財物是供全人類使用的。

不過，把土地分配給人們，是為保障他們生活安全，以免受到貧困及暴

力的威脅。財物歸為私有，是合理的，是為保障人的自由與尊嚴，幫助

每人供給自己基本的需要，以及負責被照顧者的需要。這種私有權應該

能夠使人與人之間自然的連帶責任顯示出來。  

2403. 私有權私有權私有權私有權，是由正義的途徑而獲得或收受的，並不廢除大地是

給與整個人類的原始事實。雖然為促進公益，需要尊重私有

財產，尊重其權利及其運用，但財物的普遍用途財物的普遍用途財物的普遍用途財物的普遍用途仍是首要

的。 



2404. 「當人使用合法擁有的財富時，不應將財富看成自己專有的，而應視作

公有的，意即不但惠及個人，而且惠及他人」。 財富使其擁有者成為天

主眷顧的管理人，應使之結果，並與他人共享，首先與他的近人。  

2405. 生產的財富，物質的與非物質的，諸如土地與工廠，專長與藝術，都需要其擁有者細心維護，以便其生產造福最大多數人。那些擁有、使用及消費財富者，應有節制地使用，保留給客人、病人與窮人最好的一分。  

2406. 政權政權政權政權為了公益，有權利也有義務，規範私有財產權的合法運用。  

二二二二、、、、尊重人及其財物尊重人及其財物尊重人及其財物尊重人及其財物 

2407. 在經濟事務上，對人性尊嚴的尊重要求人實踐節制之德，為調節對世物

的貪婪；要求實踐正義正義正義正義之德，為保護他人的權利，並給予他所應有的；

要求實踐連帶責任連帶責任連帶責任連帶責任之德，以遵守金科玉律並隨從基督的慷慨，「祂本是

富有的，為了你們卻成了貧困的，好使你們因著祂的貧困而成為富有

的」(格後 8:9)。  

尊重他人的財物尊重他人的財物尊重他人的財物尊重他人的財物 

2408. 第七誡禁止偷竊偷竊偷竊偷竊，偷竊就是違反物主合理的意願，侵佔他的財產如果能

夠假定物主的同意，或者他的拒絕是不合理性而又不合財物的普遍使用

原則，則不算偷竊。這就是在急切而明顯的情況下，為解決立即、實質

的需要(食物、避難所、衣服……)，唯一的辦法是支配並使用別人的財

物。  

2409. 以任何方法不義地拿走及扣留他人的財物，即使不觸犯民法規定，都是

違反第七誡。同樣，故意保留借來的財物或遺失的物品；商業上的欺

騙；支付不公道的薪酬；以別人的無知或困境作投機生意；哄抬物價

等。  以下各項也是道德上不許可的：投機，藉以作出假象而改變財物的價值，旨在獲取利益而損及他人；賄賂，藉之改變應依法作出決定者的判斷；把企業的公司財物佔為己有及私用；偷工減料、逃避稅捐、偽造支票及發票、過度消費和浪費。有意造成私人或公共財產的損失，都是違反道德法律並要求賠償。 

2410. 許諾許諾許諾許諾應該遵守；契約契約契約契約應該嚴格遵守，只要所作承諾是公道的。大部分的

社會和經濟生活取決於在自然人之間的，或在法人之間的契約效力。諸

如，買賣的商業契約，租賃或勞工契約，任何契約都應以善意來訂立和

履行。  

2411. 契約應合乎交換正義交換正義交換正義交換正義，據此而依照在嚴格遵守雙方的權利之

下來規範人與人之間、及機構與機構之間的交易。交換正義

應嚴格遵守；交換正義要求保障私有權利、償還債務及履行

自由約定的義務。沒有交換正義，任何其他形式的正義都是



不可能的。 

 交換交換交換交換正義不同於法定法定法定法定正義，它指成員對團體應該公平的付出；同樣交換正義也與分配分配分配分配正義有分別，後者規定團體(國家)對國民按其貢獻與需要的比例所應該付出的。 

2412. 按照交換正義，為賠補賠補賠補賠補所犯下的不正義不正義不正義不正義，必須把所偷竊的財物償還給物

主。 耶穌讚賞匝凱的承諾：「我如果欺騙過誰，我就以四倍賠償」(路 19:8)。凡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侵佔了他人的財物，必須償還；如果物品已經消失，則以相等的實物或價錢，並同物主可能合法得到之果實與利益一同償還。同樣，按照他們的責任和所得到的利益，凡是以某種方式參與偷竊的人，或因明知此事而得益者，都有償還的責任；例如，凡出令指揮、協助或窩藏贓物者。 

2413. 博彩遊戲博彩遊戲博彩遊戲博彩遊戲 (紙牌等) 或打賭打賭打賭打賭，本身並不違反正義。但如果剝奪了某人為了維持自己及他人的所需，則變為道德上不可接受的。遊戲的慾望有危險變成嚴重的奴役。不正義的賭博或遊戲作弊，構成嚴重的事項，除非所加的傷害是輕微的，以致受害者合理地認為此傷害無足輕重。 

2414. 第七誡禁止下面的行為或企業：以自私的或意識型態的、商業的或獨裁

的任何理由，引領人們走上奴役人們走上奴役人們走上奴役人們走上奴役，貶抑他們的尊嚴，把他們視為貨物買

賣交易。藉暴力把人們貶抑到一種生產工具或獲利的來源，這是違反人

的尊嚴和基本人權的罪。聖保祿命令一位基督徒主人看待其基督徒奴

隸，「不再是一個奴隸，而是一位弟兄……在主內的人」(費 16)。  

尊重尊重尊重尊重受造界的完整受造界的完整受造界的完整受造界的完整 

2415. 第七誡要求尊重受造界的完整。動物、植物及無生物都是自然地導向過

去、現在和將來人類的公益。宇宙的動物、植物和礦物資源的使用，不

能脫離道德的要求。造物主將無生物及生物的統治權給予人類，並不是

絕對的；而是要人關心近人的生活品質，包括為後代著想；這統治權要

求以虔敬的尊重對待受造界的完整。  

2416. 動物動物動物動物是天主的受造物。天主以自己的關懷照顧牠們。牠們就以其生存本

身，讚美光榮天主。因此，人們應該友善對待牠們。這不禁使人想起聖

人們如：聖方濟‧亞西西，或聖斐理伯‧內利，怎樣以愛對待動物。  

2417. 天主把動物託給了按照自己的肖象而受造的人來管理。因此

人使用動物為食物並製成衣服，是合理的，可以馴服牠們，

使能在人的工作及休閒上有所幫助。如果在合理的範圍內，

並對治療及救人的生命有所助益，那麼，在動物身上作醫學

及科學的試驗，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作法。  

2418. 使動物無故地受罪，或蹧蹋牠們的生命，是不合乎人性尊嚴的。與其為

動物花費大量金錢，而不優先救助人的急難，同樣是不相稱的事。可以



愛護動物，但不應該把專屬於人的情懷，轉移到動物身上。  

三三三三、、、、教會的社會教導教會的社會教導教會的社會教導教會的社會教導 

2419. 「基督的啟示引導我們，對社會生活法規，增加深刻的理解」。教會從

福音中對人的真理領受圓滿的啟示。當教會履行其宣告福音的使命時，

她以基督之名，向人們証實其尊嚴及其與別人共融的召叫；教會教導

人，與天主上智相符合的正義與和平的要求。  

2420. 「在人的基本權利及人靈得救要求時」，教會對社會經濟事務，也發表

其道德的論斷。在道德層面上，教會擁有不同於政府的使命：教會關懷

公益的現世層面，是因為公益導向至善，亦即我們的最終目的。教會對

現世財產及社會經濟的關係，努力啟發正確態度。  

2421. 教會的社會教導發展於十九世紀，正是福音與現代工業社會相遇，與消費物資生產的新結構，與社會、國家、權力的新概念，與勞動和財產的新形式相衝擊之時。教會的社會教導，在經濟、社會事務上的發展，証實教會教導的持久性價值，同時証實教會恆常生活而主動的聖傳的真正意義。  

2422. 教會的社會教導，包括一套理論，其表達是隨著教會依照耶穌基督的全

部啟示，在聖神的協助下，解釋歷史過程中的事件時所形成的。這種教

導越啟發信友的行動，越能為善意的人所接受。  

2423. 教會的社會教導提供反省的原則，指出判斷的標準，提供行動的方向：  任何認為社會關係只取決於經濟因素的主張，都違反人的本性及其行為。 

2424. 一種以獲利為唯一規則，以經濟活動為最終目的的理論，是道德上不能接受的。無節制地貪圖金錢必然產生敗壞的惡果，是擾亂社會秩序的許多衝突的原因之一。  一個「犧牲個人及社團的基本權利，而就合集體生產組織」的體系，違反人的尊嚴。凡是把人貶抑為純粹獲利工具的作法，就是奴役人，引人崇拜金錢，助長無神主義的擴張。「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金錢」(瑪 6:24; 路 16:13)。 

2425. 教會在現代已揚棄那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聯合的極權主義及無神主義。此外，教會也拒絕「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以及把市場的法則視為比人的工作更重要的作法。只憑中央企劃來控制經濟，將敗壞社會關係的基礎；經濟的控制專憑市場的法則，並不能實施社會正義，「因為很多人性方面的需要，並不能由市場來獲得滿足」需要按照正確的價值等級，並為了公益，鼓勵一種市場和經濟創業活動的合理控制。 

四四四四、、、、經濟活動與社會正義經濟活動與社會正義經濟活動與社會正義經濟活動與社會正義 

2426. 經濟活動的發展、生產的成長，是用來為滿足人們的需要。經濟生活不

只為了生產的增加，利潤或權勢的增加；而應首先導向為人服務，為全

人，並為全體人類服務。經濟活動固然以自己的方法主導，但也應在道



德範圍內，尊重社會正義，以回應天主對人的計劃。  

2427. 人的工作人的工作人的工作人的工作是直接從人按照天主的肖象受造而來，並被召叫，彼此協同、

彼此服務，治理大地、延續創造的工程。因此，工作是責任：「誰不願

意工作，就不應該吃飯」(得後 3:10)。我們以造物主的恩賜及天賦的才

能工作，為能光榮天主，並獲得救贖。人藉著辛苦勞力，與納匝肋的木

匠，和加爾瓦略山上被釘的耶穌相結合；在某種方式下，與天主聖子，

在救贖工程上合作。人每天背著十字架，在他被召叫所盡的職務上，表

示願意作耶穌的門徒。工作在基督的聖神內可以是聖化的方法，並給現

世的事務帶來生機。  

2428. 在工作中，人行使並完成一部分銘刻於其本性的潛能。工作首要的價值

是在於人自身，他是創作者，也是受益者。工作是為了人，而不是人為

了工作。  

每人應該能從工作中獲取維持自己及家人生活的資源，並為人類團體服

務。 

2429. 每人都有創業的權利創業的權利創業的權利創業的權利；每人都應合理使用其才能，為能對全體都享用的

富足有所貢獻，並為獲取其努力的正當成果。應留意遵守合法當局基於

公益所訂的法規。  

2430. 經濟生活經濟生活經濟生活經濟生活引發各種不同的利益，往往是彼此對立的利益。這樣，說明了

為何有衝突的出現，而這些衝突是經濟生活的特色企業的負責人、薪資

階級的代表，如工會的代表、以及有時候可能有政府的官員，將盡一切

努力，藉尊重社會各方的權利與義務的談判，化解糾紛。  

2431. 國家的責任國家的責任國家的責任國家的責任。「經濟活動，尤其是市場經濟活動，無法在制度、司法和

政治的真空狀態中展開。反之，它假定了一些條件：如對於個人自由和

私有財產的確實保障，穩定的幣制，以及有效率的公共服務。所以，國

家的首要任務，乃在於給這些安全條件提供保証，使得那些從事工作和

生產的人，能享受其勞動的成果，並因此而受到鼓勵，願意誠實而有效

地去工作……國家的另一任務，在於監視、督導經濟方面人權的實行狀

況。不過，這方面首要的責任不屬於國家，而屬於組成社會的機構，以

及各種不同社團和協會」。  

2432. 企業負責人企業負責人企業負責人企業負責人，在社會面前，應承擔他們的工作對社會應負的經濟與環保

的責任。他們應考慮到人群的福祉，而不應只顧利潤的增加。當然，利

潤也是必要的。利潤得以實現投資，保障企業的前途，也保障就業。  

2433.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和就業的機會應向所有的人開放，不論男人或女人、健康者或殘障

者、本地人或外地人，都不得有所歧視。就社會這方面來說，它應按照

環境而協助國民獲得工作及就業。  

2434. 公道的薪酬公道的薪酬公道的薪酬公道的薪酬是工作應有的成果。拒絕發給或不按時發給薪資可以構成嚴



重的不義。為衡量公平的酬勞，應同時考慮到每人的需要與貢獻。「工

作的酬報應當使人按照各人的任務、生產技能，以及企業的情形與公

益，相稱地維持其自身及其家人的物質、社會、文化及精神生活」。雙

方的同意並不足以表示薪資總額是合理的，在道德上是正當的。  

2435. 當罷工罷工罷工罷工為得到相稱的好處成為不可避免、甚至必需的辦法，則罷工在道

德上是合法的。如果有暴力相伴，或所要達到的目標不直接與工作條件

相關，或與公益相反，則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  

2436. 不給社會保險機構，償付合法權力所規定的費用費用費用費用，是不公道的。  

失業失業失業失業為受害者幾乎常是對其尊嚴的打擊，並對生活的平衡是一種威脅。

除了對當事人是一種傷害，對其家庭亦生出許多危險。 

五五五五、、、、國際間的正義與連帶責任國際間的正義與連帶責任國際間的正義與連帶責任國際間的正義與連帶責任 

2437. 在國際層面上，資源和經濟實力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造成國與國之

間的真正「鴻溝」。一方面是那些握有及發展增產工具的國家，另一方

面是那些債台高築的國家。  

2438. 宗教、政治、經濟及財政性質的種種原因，帶給今日「社會問題 …… 

一個全球性的幅度」。在國與國之間，政治已是互相依賴的，因此須有

連帶責任。為不讓「邪惡手法」阻止較不開發的國家的進步，連帶責任

更是不可缺少的。應以共同努力，朝向道德、文化及經濟發展的目標，

動員一切資源，以取代濫用的，或高利貸的財政系統，並取代國際間不

公平的貿易來往、軍備競賽，「要重新訂定價值體系，釐清價值優先秩

序」。  

2439. 富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對那些不能靠自己確保其發展的能力，或因歷史上悲慘事件

阻礙了其發展的國家，有重大的道德責任；這是一個連帶責任與愛德的

責任；如果富有國家的財富來自沒有公平償付過的資源，則更是一個正

義的義務。  

2440. 直接援助直接援助直接援助直接援助是對即時的、非常的急需，一個適當的回應，比如天然的災

害、傳染病等所造成的需要。但這不足以彌補匱乏的情況所造成的嚴重

損害，也不足以應付長久的需要。應該改進國際經濟及財政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好能

對尚未發展的國家，促進公平的交易。應該支持貧窮國家的努力，他們

正尋求成長與解脫 。這些原則更該以特別的方法，運用於農業工作的領

域。農民，特別在第三世界，構成絕大多數的窮苦大眾。  

2441. 增長對天主的意識，及對自我的認知，是人類社會完整發展人類社會完整發展人類社會完整發展人類社會完整發展的基礎。這

種發展增多物質財富，用之於服務人及其自由。這種發展減少貧苦與經

濟剝削，也增進人對各種文化認同的尊重，並向超越開放。  

2442. 直接干預政治建設，及社會生活的組織，不是教會牧者的事。這種責任



是平信徒平信徒平信徒平信徒聖召的一部分，他們以自己的主動與其他公民合作。社會行動

能有多種具體途徑。不過，社會行動總是為了公益，並須與福音的信息

和教會的訓導符合。這是平信徒的事，「他們的使命是以基督徒的熱

誠，去使現世的事務富有生命，並顯示他們是和平與正義的倡導者」。  

六六六六、、、、對窮人的愛護對窮人的愛護對窮人的愛護對窮人的愛護 

2443. 天主祝福那幫助窮人者，譴責那不顧窮人者：「求你的，就給他；願意

向你借貸的，你不要拒絕」(瑪 5:42)。「你們無條件得來的，也要無條

件分施」(瑪 10:8)。從他們為窮人所作的，耶穌將認出祂的被選者。當

「窮苦人得了喜訊」(瑪 11:5)時，就是基督臨在的記號。  

2444. 「教會愛護窮人……是教會恆久傳統的一部分」。這是受真福的福音、

耶穌的貧窮、耶穌對窮人的關注所啟發，也應該是勞苦工作的一個動

機，「好能賙濟貧乏的人」(弗 4:28)。這種對窮人的關愛，不只延伸到

物質的貧窮，也延伸到文化與宗教多種形式的貧窮。  

2445. 愛護窮人與無節制的愛財或自私的濫用錢財不能並存：  好！你們富有的人啊，現在哭泣哀號吧！因為你們的災難快來到了。你們的財產腐爛了，你們的衣服被蛀蟲吃了，你們的金銀生了銹，這銹要作控告你們的証據，也要像火一樣吞食你們的肉。你們竟為末日積蓄了財寶！看，工人們收割了你們的莊田，你們卻扣留他們的工資，這工資喊冤，收割工人的呼聲，已進入了萬軍上主的耳中。你們在世上奢華宴樂，養肥了你們的心，等候宰殺的日子。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殺害了他，他卻沒有抵抗你們 (雅 5:1-6)。 

2446. 金口聖若望強有力地提醒：「不讓窮人來分享我們的財產，這是偷竊他

們，除掉他們的生命。我們所持有的財物，不是我們的，是他們的」。

「首先要滿足正義的要求，因正義應付給的東西，不可作為愛德的恩賜

去給」。  聖大額我略，《牧民守則》：當我們給與貧窮者必需的物品，我們不是施予他們我個人的慷慨，我們是還給他們原來是他們的東西。與其說我們完成一項愛德的行為，不如說實行正義的行為。 

2447. 哀矜神工哀矜神工哀矜神工哀矜神工 (慈善事業) 是愛德行為，我們藉以幫助我們的近人，在其肉身

與精神的需要上。教導、勸告、安慰和鼓勵是精神的慈悲，一如寬恕和

忍耐。身體的慈悲工作，特別在於給飢者以食、無屋者以住、裸者以

衣、探望病人與坐牢者、埋葬死者 在這些行為中，施捨給窮人，是兄弟

友愛的一種主要的見証，也是悅樂天主的正義之實踐：  有兩件內衣的，要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要照樣作 (路 3:11)。只要你們把所擁有的都施捨了，那麼，一切對你們便潔淨了(路 11:41)。假設有弟兄或姊妹赤身露體，且缺少日用糧，即使你們中有人給他說：「你們平安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飽飽的！」卻不給他們身體所必需的，有甚麼益處呢 (雅 2:15-16)？ 

2448. 「在眾多的形態之下：物質的缺乏、不義的壓制、生理和心理的疾病、



最後還有死亡，這些人間的悲慘是脆弱的人性顯明的標誌，人自第一次

犯罪之後，就處於脆弱中而需要救恩。這是為何人間的悲慘人間的悲慘人間的悲慘人間的悲慘贏得了救主

基督的憐憫，願意把悲慘承擔起來，並與其「弟兄中最弱小的」認同。

這是為何受悲痛壓迫的人都是教會優先關愛優先關愛優先關愛優先關愛的對象。教會自創立以來，

儘管其間有許多人為的缺點，卻未停止藉慈善事業致力於安慰、保護和

解救他們。教會藉無數的慈善事業所作的，都是隨時隨地不可或缺

的」。  

2449. 從舊約開始，種種法律措施 (赦免年、禁止付息借貸、禁止扣留抵押

品、繳什一稅的義務、每日應付給散工工資、摘剩餘葡萄的權利、拾落

穗的權利)，都是回應申命紀的勸勉：「既然在這地上總少不了窮人，為

此我吩咐你說：對你地區內困苦貧窮的弟兄，你應大方地伸出援助之

手」(申 15:11)。耶穌把這句話當成自己的：「你們常有窮人和你們在一

起；至於我，你們卻不常有」(若 12:8)。祂沒有使古代先知的話失去鋒

芒：「用銀錢購買窮人，以一雙鞋換取貧人」(亞 8:6)，祂邀請我們認出

祂在貧苦弟兄們身上的臨在：  有一天，聖羅撒‧利馬的母親責備她在家裏收留窮人及病人，她對母親說：「當我們服事窮人及病人時，我們服事耶穌。我們不應該對幫助我們的近人感到厭倦，因為在他們身上我們服事耶穌」。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2450. 「不可偷盜」(出 20:15; 申 5:19)。「偷竊的，貪婪的……勒索人的，都

不能繼承天國」(格前 6:10)。  

2451. 第七誡命令人在管理世間的財物及人類勞作的成果上，應實踐正義和愛

德。  

2452. 受造界的財富是為全人類用的。私有權不能廢止財產的普遍用途。  

2453. 第七誡禁止偷竊。偷竊就是違反物主合理的意願，侵佔他的財產。  

2454. 凡以不義的方法拿走或運用他人的財物，都是違反第七誡。違反正義，

就要賠償。違反交換正義，需要償還偷竊的東西。  

2455. 道德律禁止，一切把人當商品而奴役人性、買賣、交易人口的行為，無

論其目的是商業的或獨裁政權的。  

2456. 造物主對宇宙的礦物、植物、動物所給予人的統治權，不能脫離道德義

務，連同對後代人類的義務在內。    

2457. 動物是賜給人類管理的，應該友善地對待牠們。動物可供人在需要時合

理的享用。  

2458. 當基本人權或人的得救有需要時，教會對經濟社會事務可加以判斷，教



會關心人現世的公益，是基於現世福祉應導向我們的最終目的，止於至

善。  

2459. 人是整個經濟社會生活的創作者、中心和目的。社會問題的關鍵在於，

天主為眾人創造的財產，能夠按正義，並由於愛德的協助，實際到達眾

人手裏。  

2460. 工作的首要價值是在於人，人是主使者和目的。藉著工作人參與造物主

的工程。人與基督結合完成的工作，能有救贖性。  

2461. 真正的發展，是全人的發展。就是讓每人的潛能成長，以回應自己的聖

召，這就是天主的召叫 1。  

2462. 對窮人的佈施是弟兄友愛的見証：亦是悅樂天主的正義之實踐。  

2463. 在廣大人群中，有的受飢挨餓、有的流離失所，怎能不在他們身上認出

拉匝祿 ── 福音比喻中飢餓的乞丐？怎能聽不到耶穌的話：「便是沒

有對我做」(瑪 25:45)？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第八誡第八誡第八誡第八誡 不可作假見証，害你的近人(出 20:16; 申 5:20)。 你們曾聽過對古人說：「不可發虛誓，但要向上主償還你的誓願」(瑪 5:33)。 

2464. 第八誡禁止在對別人的關係上歪曲真理。這項道德規定來自神聖子民的

聖召，要作天主的見証，而天主是真理，天主要真理。違反真理的罪，

就是以言語、以行為表示拒絕致力於道德的正直：是對天主根本的不

忠，因此破壞盟約的基礎。  

一一一一、、、、生活於真理中生活於真理中生活於真理中生活於真理中 

2465. 舊約証實：天主是一切真理之源天主是一切真理之源天主是一切真理之源天主是一切真理之源。祂的話是真理。祂的法律是真理。 祂

的「信實，代代流傳」（詠 119:90)。因為天主是「真實的」(羅 3:4)，

祂的子民被召生活於真理中。  

2466. 在耶穌基督身上，天主的真理全部彰顯出來。「滿溢恩寵和真理」(若

1:14)，祂是「世界的光」(若 8:12)，祂就是真理就是真理就是真理就是真理。「凡信我的人，不留

在黑暗中」(若 12:46)。耶穌的門徒「存留在祂的話內」，好能認識「使

他們自由、使他們成聖」的真理。跟隨耶穌，就是因「真理之神」而生

活 (若 14:17)，祂是父因子的名所派遣的， 並把人「引入一切真理」(若

16:13)。耶穌教導祂的門徒，無條件地愛真理：「你們的話應當是：是



就說是，非就說非」(瑪 5:37)。  

2467. 人天生傾向於真理。人有責任尊重真理，並為真理作証：「人有其尊

嚴，因他們是人……受其天性的驅使，負有道德責任去追求真理，尤其

是宗教的真理。每人也有責任固守已認識的真理，遵循真理的要求而處

理其全部生活」。  

2468. 真理是作事及說話的正直，叫作誠實誠實誠實誠實、誠懇或坦率。真理或誠實是一種

德行，在於表示自己的行為真實，並承認自己所言為真，避免口是心

非、假裝與偽善。  

2469. 「人如果不能互相信任信任信任信任，就是說，如果不顯示出真理，就不可能共同生

活」。真理之為德行，就是要正當地給予他人所應得的。誠實就是在應

說的事和應保守的緘默之間，適當地保持中庸：這包括正直與謹慎。按

正義，「人對另一人應正直地顯示真理」。  

2470. 基督的門徒接受「在真理中生活」，即依照主的榜樣度簡樸生活，也存

留於祂的真理中。「如果我們說我們與祂相通，但仍在黑暗中行走，我

們就是說謊，不履行真理」(若一 1:6)。  

二二二二、「、「、「、「為真理作証為真理作証為真理作証為真理作証」」」」 

2471. 基督在比拉多前聲明，祂是「為真理作証而來到世界上」(若 18:37)。基

督徒不應以「為主作証為恥」(弟後 1:8)。在要求為信仰作証的情形中，

基督徒應毫不含糊地明認自己的信仰，如同聖保祿面對他的審判者所作

的。基督徒應該「對天主和對人時常保持良心無愧」(宗 24:16)。  

2472. 基督徒參與教會生活的責任，促使他們作福音福音福音福音及源自福音之義務的見的見的見的見

証証証証。這種見証就是把信德以言以行傳下去。見証是一種正義行為，証實

真理或使人認識真理。  所有基督徒，無論生活在甚麼地方，都應藉生活的榜樣及言語的見証，顯示出他們因聖洗而成了新人，並因聖神的能力藉堅振聖事而強化。 

2473. 殉道殉道殉道殉道是對信仰的真理所作的至高見証，殉道是至死不屈的見証。殉道者

為死而復活的基督作証，他與基督因愛德而結合。他為信仰真理和基督

的道理而作証。他因勇毅而忍受死亡。請「你們讓我成為猛獸的食物，

只有藉著牠們我才能到達天主那裡」。  

2474. 教會非常仔細地，收集了那些為証實他們的信仰而至死不屈的人的記

錄。這就是殉道錄。這構成以鮮血寫成的真理檔案：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羅馬人書》：世界的快樂與這世紀的王權，於我毫無益處。對我來說，為(與)基督(結合)而死，勝過統治大地全球。我所尋找的就是祂，祂曾為我們而死；我所願望的就是祂，祂曾為我們而復活。我的出生日期已經迫近……。 



《聖玻里加殉道錄》：我讚美祢，因為祢曾認為今天此時我可被列入殉道者的行列中……信實及真理的天主，祢堅守了祢的許諾。為了此一恩寵，為了這一切，我讚美祢、稱謝祢，並為了天上永遠的大司祭，祢可愛的聖子、耶穌基督，我光榮祢。祂與祢及聖神同在，藉著祂，光榮歸於祢，現在及來世，永無窮盡。阿們。 

三三三三、、、、違反真理的罪違反真理的罪違反真理的罪違反真理的罪 

2475. 基督的門徒「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肖象所造，具有真實的正義和

聖善的新人」(弗 4:24)。「戒絕謊言」，他們放棄了「各種邪惡、各種

欺詐、虛偽、嫉妒和各種誹謗」(伯前 2:1)。  

2476. 偽証與虛誓偽証與虛誓偽証與虛誓偽証與虛誓。公開的表達違背真理的言詞，具有特別的嚴重性。在法庭

前、就是偽証。如果宣誓講不實之言，就是虛誓。這些行為促成無辜者

的定罪，或者開脫有罪者，或者加重被告的罪刑。這種行為嚴重危害正

義的施行，及法官判決的公平。  

2477. 尊重尊重尊重尊重別人的聲望聲望聲望聲望，禁止對他們可能造成不當的傷害的態度與言語。下列

情況使人成為有罪的：  

──武斷武斷武斷武斷，就是沒有充分根據而當以為真，甚或默認，近人在倫理上的

缺失； 

──誹謗誹謗誹謗誹謗，就是無客觀健全的理由，揭發別人的缺點與過錯給不知道此

事的人； 

──誣衊誣衊誣衊誣衊，是以違反真理的言詞，傷害別人的聲望，使人對他作出錯誤

的判斷。 

2478. 為了避免武斷，每人應盡其所能，設法以善意的態度解釋其近人的思、

言及行為。  聖依納爵‧羅耀拉，《神操》：任何善良的基督徒，對別人的言語應該寧願加以保護，而不輕易譴責；如果無法保護，就該詢問那說話的人有甚麼意思。倘若他懂錯了，便該用愛心糾正他；如果這還不夠，便該用一切適當的方法，使他明白，而彌補缺點。 

2479. 誹謗與誣衊是破壞近人的聲望近人的聲望近人的聲望近人的聲望與名譽名譽名譽名譽。既然名譽是社會對人性尊嚴的見

証，每人都有天賦權利享有自己的名譽、聲望與尊重。因此，誹謗及誣

衊傷害正義與愛德。  

2480. 應當禁止藉諂媚諂媚諂媚諂媚、、、、奉承或逢迎奉承或逢迎奉承或逢迎奉承或逢迎的言語或行為，鼓勵或贊成別人行為的邪

惡及舉止的錯謬。如果奉承構成罪惡或重罪的共犯，就是一種嚴重的過

失。服務的善意或友情，不能使口是心非的言語成為正當的。奉承如果

只是為取悅於人、為迴避壞事、應付一件必然的事，以及為得到合法的

好處，則是輕微的罪。  

2481. 說大話說大話說大話說大話或吹噓構成違反真理的過失。諷刺諷刺諷刺諷刺也是一樣，它有意輕視別人，



惡意醜化別人的行為。  

2482. 「謊言謊言謊言謊言是有意欺騙而說假話」。主耶穌曾揭發謊言是魔鬼的工作：「你

們是出於你們的父親魔鬼……他沒有真理：他幾時撒謊，正出於他的本

性，因為他是撒謊者，而且又是撒謊者的父親」(若 8:44)。  

2483. 謊言是對真理最直接的冒犯。謊言是說話或行事違背真理，

使有權利認識真理者，陷入錯誤。謊言傷害人對真理及對近

人的關係，也侵害人與其言語對天主的基本關係。  

2484. 謊言的嚴重性謊言的嚴重性謊言的嚴重性謊言的嚴重性，依照其所歪曲的真理本身、環境狀況、撒謊者的意圖，

以及受害者所受損害的程度而衡量。撒謊本身只構成輕微的罪，但若嚴

重侵害正義與愛德，則變成大罪。  

2485. 謊言本身是應受譴責的，因為是對言語的褻瀆，而言語的作用是要把已

知的真理通傳給人。刻意藉違背真理的言詞，引人陷入錯誤，在正義與

愛德上構成過失。如果欺騙的意圖，使那些受騙的人，有危險造成悲慘

結局，則負罪更大。  

2486. 謊言(原來就是傷害誠實之德)，是對他人的一種真正暴力。它打擊人的

認知能力，而這正是一切判斷和決定的先決條件。謊言含有使人意見不

合的胚芽，及由此不合而產生的一切壞事。謊言為整個社會是一種不

幸；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撕裂社會組織的關係。  

2487. 即使犯錯者已被寬恕，關於正義與真理所犯的一切錯誤，仍有補償的責補償的責補償的責補償的責

任任任任。如果不可能公開地賠補，應該私下來作；如果對受害人無法直接賠

補，應該以愛德的名義，給予道義上的補償。這項賠償的責任也涉及侵

犯他人名譽的罪過。這種賠償，是道義的，有時是物質的，應該按照所

造成的損害來衡量。賠償是良心上的責任。  

四四四四、、、、尊重真理尊重真理尊重真理尊重真理 

2488. 傳播傳播傳播傳播真理的的的的權利權利權利權利並非無條件的。每人應該使自己的生活與弟兄友愛的福

音誡命相符合。這在實際情況中要求評估，是否適宜把真情披露給詢問

的人。  

2489. 遇到任何要求提供資訊或傳播要求提供資訊或傳播要求提供資訊或傳播要求提供資訊或傳播的情況時，應以愛德與對真理的尊重為答

覆的原則。別人的好處與安全、私生活的尊重與公益，都是足夠的理

由，對不宜公開的事保持緘默，或使用謹慎的言詞。為避免壞榜樣，經

常需要更嚴格的謹慎。任何人都沒責任給沒有權利知道的人揭露真相。  

2490. 和好聖事的秘密和好聖事的秘密和好聖事的秘密和好聖事的秘密是神聖的，在任何藉口下都不得洩露。「聖事的秘密是

不可侵犯的；所以聽告解者不得以言語，或其他任何方式，或藉任何理

由揭發告解人」。  



2491. 職業秘密職業秘密職業秘密職業秘密，如政治家、軍人、醫生、律師等所持有者，或在保証守秘密

的情況下所委託的事，應當予以遵守，除非在特殊情況中，保守秘密將

會給託付者、受託付者，或第三者造成極重的傷害，而且只有公開真相

才可避免。為別人有害的私人訊息，雖不是在守秘密的保証下所託付

的，沒有重大及相稱的理由，亦不得予以公開。  

2492. 每人都應對他人的私生活有合理的保留。傳播負責人在公益的要求，與

私人權利的尊重之間，應保持合理的平衡。對投身政治及公共活動者之

私生活的資訊干預，如果侵犯了他們的隱私與自由，是可譴責的。  

五五五五、、、、社會傳播社會傳播社會傳播社會傳播媒體的使用媒體的使用媒體的使用媒體的使用    

2493. 在現代社會中傳播媒體在資訊、文化及教育方面，有其特殊重要的角

色。隨著技術的進步、傳播資訊的豐富與多元，以及輿論所發生的影

響，此一角色更形擴大。  

2494. 媒體提供的資訊，是為公益服務。社會有權利得到基於真理、自由、正

義與連帶責任的資訊：  為妥善行使這種權利，要求傳播的事實應常是真實的，在正義與愛德的條件下是完整的，而且傳播的方式也當是正直的、適當的，這是說，不可違反道德規範、人的權利及人的尊嚴。採訪消息時如此，傳播消息時亦當如此。 

2495. 「社會的所有成員在這方面都必須盡正義與愛德的義務。所以應藉社會傳播媒體，形成並傳播健全的輿論」。連帶責任就是真實的及正確的傳播，以及意見自由交流的一種結果。這樣的傳播與交流有助於認識，並尊重他人。  

2496. 社會傳播工具(尤其是大眾媒體)能夠在接收者身上，產生某種被動性，使他們對表演或訊息成為缺少警戒性的消費者。面對大眾傳播媒體，使用者應自加節制與嚴守紀律。他們自己應培養清明及正直的良心，以便更容易地抗拒不太正派的影響。  

2497. 基於職業的關係，新聞工作者在資訊傳播上，有責任服務真理，及不侵犯愛德。他們應以同樣的關心，努力尊重事實的本身，及尊重對人的批判該有的限度。他們要避免造謠中傷。  

2498. 「基於公益，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應負起特殊責任；政府的任務是保護真正的及公正的資訊自由」 。政府宣布法律，並監督其實施，要保証，不因媒體的妄用，「致使民間風氣墮落、社會進步受阻」。政府應制裁對個人的聲望及隱私權侵犯的行為。政府及時地、誠實地提供有關公益的資訊，回答民眾有根據的憂慮。決不可以求助於虛偽的資訊，假借媒體，而操縱輿論。政府使用媒體時，不該侵害個人及族群的自由。  

2499. 道德輿論應譴責極權國家的內幕，他們有系統地捏造事實，藉傳播媒體對輿論施行政治統治，「操縱」公開審判的被告與証人，並扼殺及壓制他們視為「輿論的罪惡」的一切，以為如此就可以確保他們的暴政。  

六六六六、、、、真真真真、、、、美與聖藝美與聖藝美與聖藝美與聖藝 

2500. 行善帶來自然的心靈快樂與道德的美麗。同樣，真理包含著心靈之美的



喜悅與光輝。真理本身是美的。言語中的真理，是用理性的方式表達對

受造的與非受造的實體之認識，這為有理智的人是必要的；不過，真理

可以找到其他的人性的表達方式，這些表達方式是補充的，特別能喚起

那些無法言傳的事，人心靈的底蘊、靈魂的提昇、天主的奧秘。在天主

藉著真理之言語啟示於人之前，祂先藉著受造界的普遍語言，就是祂聖

言的工程、祂智慧的工程，啟示給人：宇宙的秩序與和諧，連小孩和學

者都會發現，「受造物的偉大和美麗使他們以類比方式認識創造者」(智

13:5)，「因為全是美麗的根源所創造的」(智 13:3)。  智慧是天主德能的散發，是全能者榮耀的真誠流露，因此任何污穢都不能侵入祂內。她是永遠光明的反映，是天主德能的明鏡，是天主美善的肖象(智 7:25-26)。智慧比太陽還美麗，壓倒一切星座；如與光明相比，她佔優勢；因光明還要讓位於黑夜，但邪惡絕不能戰勝智慧 (智 7:29-30) 。我實在愛慕智慧的美麗 (智 8:2)。 

2501. 「按天主的肖象而受造」(創 1:26)的人，也藉著自己藝術品的美麗，表

達與天主造物主關係的真理。事實上，藝術藝術藝術藝術是一種屬於人的特有表達形

式；除了尋找生活的所需是一切生物共有的傾向之外，藝術是天賦給人

的內心極豐富的資源。產生於造物主賦與的秉賦，及人本身的努力，藝

術是一種應用的智慧，它連合了知識與技巧，由耳目所能接觸到的表達

方式給實體的真理一種形式。對真理及萬物的熱愛達到某一程度，藝術

與天主的創造活動有些相似。與人的其他活動一樣，藝術本身不是一個

絕對的目的，它是以人的最終目的為方向，而更顯高貴。  

2502. 如果聖藝聖藝聖藝聖藝在其形式上符合其使命，就是真的、美的：就是說在信德與崇

拜中，使人想起並讚頌天主那超越萬物的奧跡、那顯示在基督身上的真

理與仁愛的不可見的卓越美麗，[基督是]「天主光榮的反映，天主本體

的真相」(希 1:3)，在祂身上「住著有形可見的整個圓滿的天主性」(哥

2:9)，在至聖童貞天主之母、天使以及聖人們身上反映的靈性美麗。真

正的聖藝使人朝拜、祈禱、愛慕造物主、救世主、至聖的聖化者天主。  

2503. 因此主教們，由他們自己或代理人，應該注意提倡新的、舊的各種形式

的聖藝，並以同樣的關心，排除一切不合信德的真理，以及不合聖藝真

正美的事物於禮儀及宗教建築之外。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2504. 「不可作假見証，害你的近人」(出 20:16)。基督的門徒穿上了「新人，

就是按照天主的肖象所造，具有真實的正義和聖善的新人」(弗 4:24)。  

2505. 真理或誠實是一種德行，在於表示自己的行為真實，自己所言為真，避

免口是心非、假裝與偽善。  

2506. 基督徒不應以言行「為主作証為恥」(弟後 1:8)。殉道是對信仰的真理所

作的至高見証。  



2507. 尊重別人的名譽、聲望，禁止一切誹謗、誣衊的言語及行為。  

2508. 謊言就是說假話，有意欺騙那有權利知道真相的近人。  

2509. 犯了違反真理的罪，就應補償。  

2510. 「金科玉律」(瑪 7:12) 助人在實際的環境中分辨，是否適宜把真情披露

給詢問的人。  

2511. 「聖事的秘密是不可侵犯的」。職業的秘密應該遵守。為別人有害的秘

密，不應該公開。  

2512. 社會有權利得到基於真理、自由及正義的資訊。在運用大眾傳播工具

上，宜自加節制與嚴守紀律。  

2513. 美術，尤其是聖藝，「其本質就是要以人工，對天主的無限美善，作某

種程度的表達；聖藝越能別無目的，而極力使人心靈歸向天主，就越能

增加對天主的讚美與光榮」。  

  

<續 2514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