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舊約中隨手翻閱，書中有關社會，排斥似乎多於包容。以色列
是揀選的民族，其他族群和國家所見到的是他們與以色列的關
係。“揀選“是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運行像一條線，編織著以
色列對天主、自我、和他人的理解。這種想法簡潔地收錄在”揀
選”上–中心思想是以色列是天主所揀選的子民、而所有其他人
是天主借助的工具。以下幾段聖經引用，將澄清這種說法︰

“你們在萬民中將成為我的特殊產業。的確，普世全屬於我，” 
(出19: 5). 類似的思想可以重複看到“因為你是屬於上主你天主的
聖民，上主你的天主由地面上所有的民族中，揀選了你作自己特
屬的人民。” (申 7:6). 以後幾章，我們聽到類似敘述“當至高者
為民族分配產業時，…以色列成為他特有的產業。” (32: 8-9). “
我要使我的名顯聖，在他們眼前顯為聖。” ( 則 36:23 ). “上主
在萬民眼前顯露了自己的聖臂，大地四極看見了我們天主的救
恩。”(依 52: 10) 在聖詠裡–以色列的祈禱充滿了向天主祈求特
殊照顧他們，把他們分開作為”我們”和”他們”與相應的權利
和義務。總之，以色列知道他們是雅威揀選的子民，並看到了針
對以色列的其他國家。

然而，當我們深入到舊約的預言傳統，它就變得顯而易見，蒙天
主揀選的並不會使以色列有福比較內向。天主的子民的標誌是對
他人開放，使他的榮耀發光於列國面前。”揀選”的感覺形成鮮
明對比的是，我們有”普遍性”的概念密切相似共融的概念。根
據這種觀念，所有的國家，不僅是以色列，將漫步在天主的榮耀;
受到天主一視同仁的喜愛，接受。讓我們看看幾個章節︰

“我要在我的屋內，在我的牆垣內，賜給他們比子女還好的記念
碑和美名，我要賜給他們一個永久不能泯滅的名字。” (依 56:5); 
“你作我的僕人，復興雅各伯支派，領回以色列遺留下的人，還
是小事，我更要使你作萬民的光明，使我的救恩達於地極。” (

依49: 6)  “以色列子民！你們對我豈不是像雇士子民？──上主的斷語──豈不是我由埃及
領出了以色列，由加非托爾領出了培肋舍特人，由克爾領出了阿蘭人？” (毛 9:7).  

根據此架構，出谷記的經驗就像任何其他的遷移經驗;任何土地是應許之地和異教徒國王都
和以色列的君王一樣好。天主的一項特點就是，與那些窮人和被排除在外的人共融。(出 
3:7).出谷記和先知書充斥著上主同情和關心那些遭受饑餓和不公正的人 (出 22:22; 肋 19:34) 。
在最後的分析中，上主子民之間的區別不是因為他們被選，而是他們是上主無限慈悲和護衛
的接收者。面對人類普遍性的苦難，天主的愛永遠長流。

每月反映1 2017年3月

福傳的社會層面
耶穌的教導：包容、愛所有人，
教會的社會教條和ssps在歷史中的社會包容

by Srs. Mary John Kudiyiruppil and Carmen Elisa Bandeo SSpS

聖經:  
可以激發社會包容嗎?“天主的子民的

標誌是對他人
開放，使他的榮
耀發光於列國面
前。

“天主的子民的
標誌是對他人

開放，使他的榮
耀發光於列國面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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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慣例，包容性的愛

到了新約，耶穌與猶太人和以色列一樣行使他的
使命。然而，他不受禮教的成規約束，他優先選
擇包容、 慈悲和共融。耶穌的作為可以一目了
然，他與窮人和邊緣化的人共融的使命。

耶穌與天主的親密關係︰

他呼喚天主，阿爸，父，這
是他超越的深處與天主共融
的例子。 他祈禱”我們的天
父”和他與父親有關的許多
實例描述天主密切接近他的
人民。

耶穌對他週邊的人憐憫︰

通過不斷地與罪人和稅吏來往，與他們同席共
飲，耶穌擴大他服務的領域，包括那些在邊沿角
落的人。 (瑪 9:10, 11:19; 谷 2: 15-17; 路7: 31-35)。 
耶穌選擇了加利肋亞—被鄙視和嘲笑的地方 — 
作為他事奉天主的發源地。耶穌對婦女自由和開
放的態度，與他們討論天主(若 4:24)，包容他們
在他的團體內和接受他們的愛和情感的流露，這
對一個宗教領袖是禁忌的行為 (路 8: 2-3)。 然而
這是他大膽的跨步，擴大與眾人共融的方向。

耶穌對法律的詮釋︰

他故意違反安息日，強有力地表達了他的優先次
序提出人高於一切。 安息日是隸屬于人類需要
食物和人類渴望整體性和健康。在安息日醫治那
枯乾手 (谷 3:1-6) 彎腰的婦女 (路 13: 1-17)。他把
正義、 憐憫和同情視為比服從什一稅法律更重
要。耶穌的王國溶解異化、 分解敵視和排斥。

耶穌的醫治和驅魔︰

這些奇跡説明他實踐包容眾入。 
那些被排除在主流社會外的人，
通過身體上的疾病或心理上的病
痛都被帶來了體驗上主。他是他
們的痛苦和淚水的最終回答。在
驅趕魔鬼，(路11:20，瑪 12:28)耶
穌宣稱自己是善良的力量，能征
服撒旦和他殘忍的惡勢，他開闢
了一個新世代，天主包容性和一
視同仁的愛。

“他不受禮教的
成規約束，他

優先選擇包容、 
慈悲和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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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社會教條 (SDC) 
和促進整體人類發展

教會發現在跟隨基督的榜樣和教誨中總是獲得
啟示，向眾人伸張正義和愛。梵蒂岡第二次大
公會議申明：”我們這世代，歡樂和希望，悲
傷和痛苦的人們，尤其窮人，和那些受苦者，

都是基督的門徒。”(GS 1)

SDC 植根于相同的救贖歷史，
當我們因著信德，活出我們對
社會的承諾時，我們知道我們
社會實踐密不可分的關係屬於
天主的人的歷史。它的根源建
在天主的話內，在耶穌內，他
注意被邊緣化和被排除在外的
人，當宣講天主的國時、和經
驗和見證教會初期的基督信
徒，而後繼續出現在教會首席
教父的教誨。最初，教會提供
其服務的慈善機構和社會援

助，不會質疑或試圖回應其中產生的不平等的
原因。

然 後 ， 累 積 的 經 驗 和 學 說 從 十 九 世 紀 末 在
教宗利奧十三世(1891) 所寫的通諭 Rerum 
novarum開始有系統地組織形成牢固的倫理
教學。已知的名義”社教”或”教會的社會
教義”，  一套原則思考、 判斷標準和行動準
則。

2004 年，教廷正義與和平理
事會進行系統彙編天主教的社
會教義豐富又珍貴的寶藏並發
表在 SDC 彙編。

總結，SDC是：

• 教會在歷史中回應經濟和社
會問題所制訂的一套教學，
客觀延伸到世俗現實的整個
人類的生活全景，形狀和條
件及其與所有受造物的關
係。

• 福傳的重要部分。福音中的
社會資訊不應視為一種理
論，但最重要的是基礎和刺
激行動 (CA 57) 。將僅由證
詞為可信任。 (James 2:14-
18- CA 57- SRS 41).

“我們這世代，
歡樂和希望，

悲傷和痛苦的人
們，尤其窮人，
和那些受苦者，
都是基督的門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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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文件 作者 主要議題
1891 Rerum Novarum (RN) 利奧XIII 勞動問題，工人的權利。

1931 Quadragesimo Anno (QA) 比約 XI 新的社會秩序︰ 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
距。

1961 Mater et Magistra (MM) 若望23世 批評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

1963 Pacem in Terris (PT) 若望23世 呼籲建立和平的道德原則。

1965 Gaudium et Spes (GS) 與世界對話，重建教會和政治社會之間
的關係。

1967 Populorum Progressio (PP) 保祿VI世 完備和整體發展。

1971 Adveniens Octogesima (AO) 保祿VI世 後工業社會︰批判性的反思在社會經濟
模型力的基本意識形態。

在世界上的正义 主教會議 世界上的不公正現象。

1981 Laborem exercens (LE) 若望保祿II世 中央關鍵的社會問題︰ 人類的勞動。

1987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SRS) 若望保祿II世 更新和深化發展的主題。

1991 Centesimus anno (CA) 若望保祿II世 從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失效，致力
於參與、 民主和自由的勞動基礎的社
會。

2009 Caritas in veritate (CV) 本篤 XVI世 正義必須應用於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

2015 Laudato Si (LS) 方濟各 全面的生態，人類與所有的創造都連接
在一起。

教宗和其議會有關SDC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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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羅馬教宗的文件外，我們發現

也許多文件和倡議來自各地的主教

團會議，以及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

神學家，幫助我們瞭解更深入的社

會問題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它關係

到社會道德原則的不斷變化和不斷

需要辨別我們人類歷史中天主的行

動。SDC 提出了旨在建立 ‘正確’ 

的社會、 經濟和政治關係和社會結

構和基於正義和尊重人類尊嚴的機

構建設的原則。關鍵原則是︰

• 人的首要地位

• 團結的原則

• 輔助性原則

• 民主參與的權利和義務

• 共同的利益，又不忽視環保責任

• 對資本的利益工作的首要地位

• 普遍的目的地的貨物

• 防禦的生活

• 窮人的優先選項

• 為正義的而戰

• 行使自由和解放從罪的結構

• 和平，正義的果實

教會通過運用歸納的方法，稱為牧靈週

期(Pastoral Cycle):回應社會問題︰看，判

斷和行動。

看： 感知現實，以靈敏，智力，學習和

瞭解存在的問題、 不公正的情況、 原

因、 因素和生產它們的機制。要分析我

們所看到的我們需要幫助的人和社會科

學。

判斷：三位一體的上主給了我們光來讀

取並解釋現實辨別個人、 民族和創作的

具體生活中的天主的計畫。我們需要聽

聽天主的話語，反映在聖經，SDC，特

別是通過窮人和處於社會邊緣地位的眼

睛。它是重要的，是了解全部的過程 — 

— 不是只有反省 — — 它是一個神學的

行為。

行動： 把我們的信德化為行動，堅定我

們的選擇，天國的價值觀。它關係到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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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S 
與社會包容

我們不能找理由或說明在我們的傳統和歷史，來支援我們的與邊緣化和被排除在
外的人的共融，因為照顧和接近窮人屬於基督徒的特徵。

它是作門徒的必要條件。 擴大共融的邀請直接來自跟隨耶穌的福音。 因此，在
本節中我們不回顧我們的過去的理由來辯護我們與窮人和被排除在外的共融。相
反的，我們觀看在我們的歷史和傳統所顯示的豐富鼓舞的例
子，好讓我們了解目前總大會所走的方向並非孤行，而是擴
展修會的創始價值觀和目的。我們的歷史充斥著持續的擴大
共融圈子去擁抱那些在邊緣的人。我們只需要讀取總大會的
文件，指導我們的決定、包容和開放的足跡。

話雖如此，會祖阿諾德神父或我們的協創會修女在社會教學
或社會包容沒有明確的教導。我們從他們的口中聽不到火熱
的表達對社會正義或與邊緣化者共融；但我們確實在工作上
遇到，作決定。Steyl的使命團體大方的擴大它的仁愛服務，
關注窮人的需求，把他們放在心中。

儘管工業化和隨之而來的經濟繁榮，在會祖阿諾德時代，歐
洲面臨大量的可憐的窮人。Steyl 傳教使命神學院成為窮人
並有需要的人的避難場所，他們身體以及心理上的需要都被
尊重。會祖以愛德的行為慷慨地將食物和衣物分施給需要的
人。於是Steyl 的房子成了附近四周有需要的人的補給站，，尤其是在冬天人們需
要的更多。他們不只容忍窮人前來敲門，連同在附近的窮人，他們也被編列成清
冊照顧。 他與聖文生修會密切聯繫，邀請他的聖文生朋友 Medits在 Steyl做初學
導師，阿諾德希望培育年輕會士不論將來晉鐸或度修會生活，成為一個能深深同
情，貼近窮人和處於社會邊緣者的會士。

“我們觀看在我
們的歷史和傳

統所顯示的豐
富鼓舞的例子，
好讓我們了解目
前總大會所走的
方向並非孤行，
而是擴展修會的
創始價值觀和目
的。

擴大彼此的共融
婦女的天職，自然的會主動尋找並向生活在貧
困和被排斥的人伸出援手。她們看到的是自己
的修會聖召而不是專業人士，她們工作和服務
的特點，是與人們生活時，看到現實的需要。 
如果教會的慈善比其教學照得更明亮，主要原
因是修女通過正規和非正規的機構執行廣泛的
人道和社會服務，貧困、 饑餓和暴力問題都
需要解決，而主要角色是修女，因為性別的問
題，她們比較能進入此社會階層。照顧病人幾
乎完全屬於婦女的領域，安老院、兒童、 老
人和殘疾婦女。

施海倫Helena Stollenwerk 來自一個複雜家族和
彼此關係複雜並有幾個殘廢人，這經驗賦予她

能深切的同情，特別是對病人。同
樣史韓德Hendrina Stenmanns 在她居
住的貧困村落，她樂於尋找並向隱
藏的”病人“伸出援手。我們的協
創會者，在入會前幾乎有七至八年
在神學院的廚房裡擔任女傭，她們
第一手親身經驗何謂邊沿化。

早期， Steyl 的修女們在協助帶領避
靜時直接接觸人和他們的需求，所
以在培育傳教修女時和早期前往阿
根廷、 多哥、 巴布亞紐幾內亞、 美
國和巴西，修女所懷抱的唯一目標
就是︰ 使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生



7

“接觸嚴酷的現
實苦難，疾病

和無辜塑造修女
們，用開放、 勇
氣和同情的態
度去擁抱所有人
民。

活在貧困之中知曉上主的愛-不論他們是物質匱乏或精神貧乏。我們的先鋒傳教士總
是帶給人們面對教育和健康的需要-兩個福傳傳統領域和他們的延伸的服務︰ 非正規
教育、 成人掃盲計畫、 特別是為婦女和兒童，黑人族群、 爭取種族平等、 兒童權
利、 孤兒院、 麻風病中心、 爭取自由的鬥爭和自我賦權專案，健康和衛生專案。傳

教使命繼續遵循前輩們的模式。第一次的 SSpS 憲法清楚敘述：“
天主聖潔的愛並不在於在虔誠的感情而是動機和行為” (First SSpS 
Holy Rule, 1891).

兩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18 和第二次世界大
戰，1939年-45) 就像坩堝的嚴厲考驗。SSpS在對國家和對國際的
忠誠面臨考驗。放下家鄉的民族敵意，在傳教團體中 SSpS 共同努
力超越狹隘的愛國主義界限，聯合反對戰爭暴行 。有姐妹來自”
敵人”的國家，也有姐妹因戰爭失去了親人，他們共同生活在同
一屋簷下，不斷地面臨痛苦挑戰，超越。向更深的價值觀的統一
和團結的團體。在戰爭期間，接觸嚴酷的現實苦難，疾病和無辜
塑造修女們，用開放、 勇氣和同情的態度去擁抱所有人民。SSpS 
的存在和在戰爭期間的服務，不僅僅有助於改善痛苦，疾病等外
在處境，同時也打破了彼此的傲慢與偏見，大家打開內在心理障
礙，像一家人一樣團結起來。據估計，在第一次世界戰爭時，約

有一百五十 SSpS受限致力於照顧戰爭受害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甚至有更多
修女投入熱忱的服務。  這意味著中斷修道院的正常團體生活，放寬修會禮儀以服務
人和家庭的需要，擁抱人類和社會方面使徒服務。

擴大共融的圈子是持續的過程，涉及人心，艱苦的工作。我們很幸運成為一個修會團
體，我們的組織和規劃，提供自然有利的氣氛，以延長聲援和支援此項任務。修會的
國際和跨文化的特性，共同計劃、有機會參與跨文化的教育和經驗的分享，真正和直
接接觸窮人的使徒服務以及總大會的使命方向指引我們走在正確的途徑，擴大與邊緣
化和被排除在外者的共融圈。有利的結構組織，當然，不一定是必須的保證，但提供
我們與其他人遵循同一目標的旅程。

1. 請分享你從這反省題材中獲得顯著的了解。

2. 在我個人的生活圈子裡，有誰包括其中？為什麼？有誰是我的排除在外的？為什
麼？

3. 在今年的與邊緣化和被排除在外共融的前提下，我要如何努力，甘心情願地擴大
我共融圈子？

4. 在您本地的情況中認同一些人、 團體或被社會排斥者。你與你的團體做了什麼回
應？

5. 我們的回應是否來自SDC ？我們是否都熟悉在地神學思考/提貢社會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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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和行動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