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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生命、 愛護環境︰
響應做天主創造的管家
Sr. Maria Jerly Renacia and Sr. Benigilda Ladia, SSpS
在聖經創世紀第一章，我們都知道天主創造世界
的故事。“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 天主看了認
為好…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
主的肖像造了人…天主看了祂造的一切，認為樣
樣都很好”。
天主對祂的創作非常高興。六次在創造的過程
中，天主停下來，觀察祂的工作，看了認為好。
天主欣賞祂所做的工作。一切天主創造不僅良
好，被創造本身也反映了天主的偉大，向我們揭
示創作的根基。 天主創造人類後，便檢驗祂所造
的一切，認為它們樣樣都”很好”。
天主賦予人類祂的終極目標，天主愛祂所創造的一切，宇宙和我們現在居住的環境，
我們共同的家園。
每個生命的跡象是天主傑作和天主的生活，呼喚我們常常敬畏讚美天主。 在生活中
最好的教義之一就是，“對待別人，如同你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一樣“。大自然給了
我們這麼多免費的東西— — 清潔的空氣、 乾淨的水、 美麗的風景，令人驚嘆的
景觀等等一連串的清單......我們從大自然取得無數的資源，但我們以什麼回報呢？
然而，我們都知道，大自然在呻吟，感受到痛苦的被濫用，掠奪，和蹂躪。它會有重
生和履行的新創造嗎？我們是否都知道我們對環境的影響？ 時代的標誌呼喚我們看
到環境的轉換，成為共同的創造者、關懷生命的源泉和我們共同的家園。它是我們住
的地方，所以我們要好好地照顧它 ！

觀看
我們共同的家園，以及我們的生活，
受到許多地區的不利影響，因為我們
都是相互關聯和生活與環境彼此共
融：
根據聯合國科學日報報導：最高的環
境問題是︰ 全球暖化，臭氧耗竭、
空氣和水污染，酸雨，廢物管理，濫

砍伐森林、 荒漠化、 水土流失、 土
地退化、 過度開發自然資源、 過度
捕撈、 核電、 有毒化學品和更多。
大部分的這些環境問題是人類活動對
生物實體環境的結果。是幾乎完全由
人類造成環境的破壞和退化。這些問
題都對我們有不利的影響。

一些具體事實
• 全球暖化導致氣候模式的改變：是的，氣候
變化是真實的，我們要負主要責任，因為我們
的活動已經釋放到大氣中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
他溫室氣體。是的，平均溫度的微小變化會導
致危險的天氣模式和破壞性風暴、 熱浪、 乾
旱、 野火和洪水頻發 — — 現在更加頻繁和
劇烈。事實上，在過去 15 年來，所有記錄最
熱的年份有12個。此外，讓人很難過的是，注
意到氣候變化導致當地的植物和動物種類的滅
絕…有 47%已經出現在 976 種類的植物和動物
中。(2016 年 12 月 8 日每日科學)。
• 缺水︰世界上只有 3%的的水是淡水，有 11 億
人缺乏乾淨、 安全、 飲水供應。本世紀中葉
有超過三分之一的 48 個州各縣將處在水資源
短缺的風險。超過 400 的 1,100 的國家將面臨
著極高的風險。
• 生物多樣性喪失、 物種滅絕︰生物多樣性是指
在我們的世界的各種植物、 動物和其他生物。
我們有很多基本需要，我們需要生存由於生物
多樣性的。我們需要食物，各種物種提供吃的
喝水，空氣，呼吸和材料提供住房和其他生活
必需品。然而，我們人類因為資源消耗、 工業
化和農業化，破壞了許多動物和植物棲息地。
毀壞森林，污染海洋系統和操縱的農業和工業
用途的土地已放錯了地方和/或消除動物的棲息
地。這一損失威脅糧食安全、人口健康和世界
的穩定。因為一些物種不能適應溫度的變化，
氣候變化也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原因。世
界野生動物基金地球生物指數，生物多樣性在
過去 35 年中下降 27%。“我們應該把每個小
小生物多樣性視為無價之寶，直到我們學會使
用它，瞭解它對人類的意義“—E.O.威爾遜 （
美國生物學家）。
• 土壤腐蝕與退化：不可持續工業農業做法導致
了土壤腐蝕與退化，導致耕地變少，堵塞和污
染水道，增加水浸和荒漠化。根據世界野生動
物基金會，地球的表層土壤的一半已經消失近
1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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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物的處置：人類生活在許多社
會中是自然浪費︰ 紙張、 食物
殘渣、 庭院裝飾品、 舊電器、
包裝、 金屬等。幾乎一切購買
帶有某種類型的包裝或包裝，扔
掉。如果不正確管理，廢物可以
排放到環境中的有害毒素、 傷
害動物的棲息地，和污染土地和
水源。此外，還有從工廠、 採
礦活動、 農業、 石油開採和其
他過程排放的工業廢渣。由於人
口增長和人類消費，人類的廢物
的管理無疑會在未來幾年成為關
注的一個領域，。

• 巴西仍然力爭維持亞馬遜，即
使在雨林中有三十座新水壩正在
進行，用為獲得更多的電力。在
美國以最便宜的方式來做飲水處
理，會損害未來飲用水。（21 世
紀 社會分析。Ma. Cimperman
p.19)
• 在印度許多地區因開採礦山損害
土地表面積，人民流離失所，造
成農業損失。（2015年瓦特印度輸入）
• 思考在薩爾瓦多的水源危機︰ 那
裡是一長條泛美公路，西行出聖
薩爾瓦多薩爾瓦多，這公路兩端
明顯充滿活力，是在社會經濟活
動範圍。

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可能已經經歷了
一個具體的環境問題和面臨許多影響
和挑戰。

• 在聯合國環境計畫 (UNEP) 中，
所述內戰在中東和非洲繼續犧牲
高價值的天然資源如土地、 水、
油、 鑽石和其他礦物、 農業作
物，造成食品不安全感和人民流
離失所。

以下是其中一些可能提供我們更
多地瞭解：
• 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天然氣管道
威脅到環境安全的。

• 高核武器核發電廠的最強大的
國家戰爭蹂躪整個環境和人們的
生活，從而增加窮人的貧困發生
率，易受傷害的地方，。

• 菲律賓的高度污染正在破壞人們
竭力呼吸的通風孔。

判斷
當我抑觀你手指創造的穹蒼，
和你在天上佈置的星辰月亮，
世人算什麼，你竟對他懷念不忘﹖
人子算什麼，你竟對他眷顧周詳﹖
竟使他稍微遜於天神，
以尊貴光榮作他冠冕，
令他統治你手的造化，
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
所有的羊和牛，
與野外的走獸，
天空的飛鳥和海裡的魚類，
及種種游泳於海道的水族。 (詠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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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願景結合兩個基本維度，聖經中有關天主的
創造︰瞻仰榮耀和威嚴的天主所造。令人驚訝的
尊嚴做世界活躍的管家，儘管我們只是微小的生
物。
阿西西的聖方濟最能表達這知識的具體意義，他
鼓勵他的追隨者們觀賞天主的創作，在所有的生
物和萬物“中讚美天主，“。
自創作的第一時刻，天主供應祂的創作物的需
要，同樣，祂也下令所有的創造物要完善。因
此，人治理萬物，必須服務人類和所有的創造。
因此，統治大地需要負責任的管理。這種管理必
須堅持共同造福人類，同時也要尊重的每個生物
的意願和達到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如果人行使
統治的方式，最終破壞大自然的創造性潛力或否
認人類大家庭成果，這種行為是違反天主創造的
的原始計畫。
在思考我們與環境的關係，然後，我們必須仔細
區分之間人類的不當行為，危害創造並—通過擴
展— 人的生命和財產，和人類的負責任行動，
實現造物主為人類大家庭和創作的美好計畫。根
據美國天主教會議，牧靈聲明“作為忠實的管
家，生活的充實來自負責任地生活在天主的造物
中”。
事實上“第 （二十一） 二十世紀人類的榮耀已
造成地球的荒涼。荒涼的地球正在成為人類的命
運”。（湯瑪斯 · 貝瑞Thomas Berry）
湯瑪斯 · 貝瑞的上述聲明是具體真實的，當我
們意識到我們在生活中的所作/所為，忽視我們
共同的家園生病事實，甚至稱它為進步和發展，
現代技術快速變化的生活模式、 資本和投資促
進經濟發展的需要，創造一個隨手丟棄的文化等
的即時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事實上我們釋放出的
巨大破壞我們共同的家園，地球的重要資源隨著
枯竭。這些現實有利於一些精英團體，但卻不利
於很多人，因為他們造成了不平衡的機會 (少數
取得更多，眾多人取的少)。然而眾人不得不共
享後果，生活在這大災難中。

4

提到的現實犧牲，所有形式的生
命，最終導致自己的滅亡。現在
人們日益關切生態，我們意識到
我們的世界是多麼的相互依存。
一些最嚴重的環境問題，很明顯
是全球的問題。在這個日益縮小
的世界，每個人都受到影響，每
個人都要負責任的，雖然這些這
些該負最大責任的人，往往最不
受影響。

教會有關社會的教導：
教會有關於梵蒂岡的彙編的社會
教條中的第470段，教宗方濟各
說：“創作物不是財產讓我們可
以隨意統治的，甚至更少，是只
有少數人的財產：” 創造是一
份禮物，它是天主奇妙的禮物，
天主給了我們，這樣我們照顧它
和使用它造福眾生，我們對待它
始終以極大的敬意和感激”。此
外，他的教宗通諭維護我們共同
的家園，Laudato Si’願祢受讚
美中 呼籲“生態轉換”；它呼
籲對話，我們可以怎樣保護和關
心我們共同的家園和如何在一起
我們可以付諸實踐發展可持續和
整合行動的方式。

此外，在教宗方濟各2015 年 8
月 6 日寫信給樞機主教科赫
和克遜，信上說：“生態危機
召喚我們深刻的靈修轉換”︰
“基督徒被招喚為‘生態轉
換’藉與耶穌基督相遇的影響
變得與他們周圍的世界的關係
更為明顯”(同上。、 127)。
因為”生活我們的使命，天主
傑作的保護者，是我們基督徒
生命必需而不可少的美德；它
不是一個選擇或是我們基督徒
的一個次要經驗”。在天主教
傳統中，普遍的共同利益被指
定的團結，”堅決和保留決心
把自己放置於共同利益”的義
務上 。 “一個為他或他們捨
棄自己，而不是利用他們獲得
利益” (教宗若望 · 保祿二
世，Sollicitudo Rei 社會主
義 [= SRS] 38 號)。生態問題
是緊密相連為窮人伸張正義。
地球上的窮人提供我們團結一
致的一項專門測驗。真實的發
展支援適度和甚至緊縮中使用
的材料資源。正確使用發展農
業和工業技術，是值得鼓勵
的，它並不只是意味著技術的

進步，或為自己的緣故，而是這種技術造福人民並
提高土地的使用。
教宗若望 · 保祿二世呼籲基督徒要尊重和保護環
境，以便通過自然，人們可以“瞻仰偉大天主的奧
秘和天主的愛”。崇敬造物主存在和活躍在自然之
中，此外，可作為保護自然環境的責任為理由。作
為忠實的管家，生活的充實來自天主的造物中負責
任地生活。

SSpS 文件：
從我們修會的歷史開始，我們已採取立場公正、 和
平及維護創作的完整性保護。我們最近的14屆修會
大會的執行方向，我們努力擴大共融建交流圈：“
我們已經意識到，所有的創作和生活相互聯繫，反
映了三位一體的天主的愛。天主聖神教導我們看到
我們的使命，分享 ‘豐滿的生活’ 包括所有人，
不僅所有的創造物。我們意識到地球母親已被侵犯
和剝奪了她的尊嚴。她遭受損失，所有的生命也是
如此。
• “我們通過創造的完整性的鏡片來評估我們的
生活方式和我們的職務。”
• “我們的決定和計畫是否反映了我們致力於為
創造伸張正義。”
• “我們從事保護和促進生活和創造物的福
祉。”

行動
聖方濟希望我們好好照顧創作物。人們偶爾會原諒，但大自
然永遠不會。如果我們不照顧環境，它沒有辦法再繞回去。
環境不斷的變化促使我們停下來，想想我們如何生活在我們
的星球上。我們被招喚來回應並採取新的生活方式，如教宗
方濟各在他的通諭，Laudato
Si，’：維護我們共同的家
園。
地球和所有在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天主創造的的一部分。我們
被招喚尊重這份禮物。我們負責照顧我們居住的世界，分享
大地給我們的所有奇跡和資源。我們蒙召成為創作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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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做了我們的部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否繼續
意識和回應”生態轉化”的呼籲，是否透過鏡片創造的完
整性來評估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我們的職務？（參看 SSpS第
14屆大會的方向），正如教宗若望 · 保祿二世說的，”
保護環境首要是生活的權利和保護的生命”。

一些思想和反應，可能
會有所幫助︰

自我詢問和反省的簡單問題：
1.在我 / 我們現在的地方，環境問題是什麼？
2.我 / 我們可以說明主要的環境問題是什麼？
3.對我 / 我們，環境影響意味著什麼？
4.現在我 / 我們能做什麼，也許小小的努力可以有助
於保護和維護我們的環境？

今天我們回響一些挑戰︰
• 我們的修會生活，先知的維度呼喚我們生活方式簡單
和尊敬所有的創造。
• 我們繼續地讀取
斷的分辨。

• 我們承認我們來自倫理
的共同利益和團結的道
德觀與那些在痛苦和需
要照顧的人休戚相關。

‘時代的標誌’，叫我們要連續不

• 我們使用我們的資源，建立網路和交流把這種對生命
威脅的消息和警告傳發出去。
• 我們，通過我們的靈修精神和神恩，認識到我們對「
和解」和「恢復和諧」的承諾。

我們關心創作物是天主賦
予的責任。環保意識的每
一步，可以造成重要的影
響與變化，無論是多麼小
的行動都可能有助於地球
維持更好的生命。
在南蘇丹和依索比亞南
部，我們，SSpS，已致力
參與照顧環境。我們的目
標是，通過鼓勵可持續的
生活方式，在我們的團體
內深化我們的意識與環境
的相互關聯，好讓合作夥
伴也能同樣意識。即使我
們修會是世界的一小部，
其他的一定會注意到我們
良好的行動，導致多米諾
(domino)效應，擴大我們
的立場。
我們所做的或正在不斷做
的一些簡易做法，用以保
護和恢復環境在我們的社
區、 機構和專案，涉及婦
女、 兒童、 青年和農業
社區，只要有可能，點醒
教會，非政府組織和政府
人員一起參與。
• 步行或騎自行車，減
少碳的痕跡；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而不是隨
時隨地都駕駛車子。
• 在自己的花園裡種植
有機蔬果，避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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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的食品，並減少對污染農業機械的需求的
食物。
• 隔離的廢物，廢物處置在很多地方提供廢物
筐、 集裝箱。
• 儘量減少使用塑膠和不能回收的材料;使用環保
購物袋，最好是紙袋;選擇一個可重複使用的水
瓶
• 買可持續的產品和有機食品，如果沒有種植我
們自己的食物，支援當地的農民。
• 安裝低流量的噴頭或使用一個大桶中洗個澡來
減少用水量，想想有人的飲用淡水供應有限。
• 促進節能爐灶做飯和使用天然沼氣；節能燈泡
和其他手段以減少電力消耗。
• 推廣使用太陽能。
• 建立苗圃，移栽幼苗及耐旱植物。
• 構建土壤水壩，以防止土質流失。
• 鼓勵利用堆肥，避免使用化學物質如化肥、農
藥、 殺蟲劑等。
• 促進農業做法的多熟制、間作在農業社區；建
設雨水收集結構。
• 保持舊的電子設備，儘量不要升級到最新版本
的任何小工具，如果您擁有的設備繼續很好地
工作，避免積累和需要的存儲量大。如果你需
要電子垃圾收集中心存放你舊的版本
如果可
用）。

通過保留自然生態環境，
通過保護瀕危的物種、 由
勞動，使人類環境符合當
地的生態環境、 採用適當
的技術，又仔細評估技術
革新，我們通過他們，我
們表現出對創造的尊重和
崇敬造物主。
我們被召與本地和國際工
作在一起，關心人類，保
護地球環境和照顧支援生
命。 生態完整性是所有信
仰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可以
圍繞促進對話、
合作、
相互理解和團結。
迫切需要更大的代際間的
團結。未來幾代人不能背
負著我們的共同環境資源
的使用成本”。教宗本篤
十六世）。
聖阿諾、楊生說:”天主
的所有仁慈善良和力量擁
抱哪怕是最小和最不重要
的生物”。天主的話語創
造了造物的整體，它是天
主的話語。因此，通過創
作、 生活和我們的生存的
環境的來源，天主對我們
說話。

• 還有許多其他，我們可以將添加到清單中。

翻譯：台灣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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