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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賣

天主召喚我們做正義的事

     By Sr. Rita Mascarenhas FMA – 亞洲女修會打擊人口販賣運動 (AMRAT)

我們通常把正義劃分，而不是把它看作福
音的整體，好消息的一部分。

“因為我是愛慕公義的上主…” ( 依撒意亞 
61:8)

正義是上主的本質。因此，正義有助於我
們對上主的敬拜。正義是一種敬拜。

我們祈禱天主經“願祢的國來臨，願祢的
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所以
為什麼不把天拉下人間以對抗 不 正義？

天主標識自己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介紹
自己是孤兒的父親和寡婦的保護(聖詠 68:5)
。他是脆弱和無力者的護衛。凡對任何人

有危害者他絕不寬容，特別是處於社會邊
緣者。這是非常特別的方式，他經常站在
被害者身旁，打擊犯罪的剝削者。

因為上主嚴肅看待正義，同樣在我們的生
活中它是優先事項。我們可以從事正義工
作，其中一種方法是越來越意識到在我們
的世界發生了什麼回事。

不公正造成傷害，而且傷害得很厲害。  
因此有必要教育我們自己關於人口販運的
課題，它比以往更影響世界各地數以百萬
計的野蠻和暴力犯罪問題。

 
“….上主要求

於你的是什麼？
無非就是履行正
義，愛好慈善，
虛心與你的天主

來往。”

         (米該亞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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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 估計有 4580 萬人口被困
在某種奴隸的形式下 
(www.globalslaveryindex.org)。

在印度估計$ 3600 億或 21 Lac 億盧
比是販賣人口的所產生的收入 (強迫
的勞動販運背後的經濟學 – Kailash 
Satyarthi, 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這
黑金錢驅使資本腐敗，相當於五分
之一的印度國內生產總額(GDP)。

因為它會生成這種巨大的收入和利
潤 ， 販 賣 人 口 ， 是 增 長 最 快 的 犯
罪，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的非法貿
易。
人口被販賣的有性交易、 勞動和器
官。兩種最常見類型的人口販運是
淫媒和勞動販運。

販賣人口是非法交易，人 （販賣
者） 使用欺詐、 欺騙、 武力或脅迫
誘導、 招聘、 窩藏或運輸人 （受害
人） 以剝削為他/她自己的商業利益
為目的。剝削是指物理剝削的任何
行為或任何形式的性剝削、 奴役或
類似奴隸制、 奴役、 或被迫的切除
器官的做法。

觀
全球人口販運的一些統計數字

如下 
(www.enditmovement.com)

 Ø 接近 1 在 5 的受害者是奴隸制的孩
子 

 Ø 55%的受害者是婦女和女童。 

 Ø 奴隸制發生在 167 個國家     

賣淫、 色情、 性旅遊、 強迫的婚姻、 
血汗工廠工作、 乞討、 武裝部隊服務
和移徙農業是人口販運今天明顯的方
式。

奴隸制有多種形式和不同的名稱。但
奴隸制的特點是對受害者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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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
販賣人口的問題是巨大的可能看
起來勢不可擋，但這並不意味著
我們可以忽視這一問題或對它變
得冷漠，因為它的嚴重性。

第一步是我們要變得更加意識到
它和理解天主對它的看法。天主的
心放在這個問題上非常明顯，請參
考以下經文︰

“學習行善，尋求正義，責
斥壓迫人的人，為孤兒伸冤，
為寡婦辯護。” 
                          – 依撒意亞 1:17

“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
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
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
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

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 路加 4:18-19

“君王便回答他們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
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

做的。”

 – 瑪竇 25:40 

教宗方濟各深刻地意識到這個問題，
已經在幾個場合談論到它。  

他的資訊的一些要點︰

2015年世界和平文告︰ 

不再是奴隸，而是弟兄姊妹。

(4)今天與過去一樣，奴役植根於人們
的觀念，把人視為一件物品。罪惡只
要一旦腐蝕了人心，便令我們遠離造
物主以及我們的近人，後者就不再被
視為有同等尊嚴、賦有同樣人性的弟
兄姊妹，卻被視為物品。不論是靠著
壓制或欺騙、身體或心理的脅迫，按
天主肖像所造的人，他們的自由就被
剝奪，被販賣，被貶低為只是他人的
財產。他們被人對待為達到目的的手
段而已。

RENATE第二屆歐洲議會(歐洲宗教網
絡打擊販運和剝削) -  2016年11月7日

最令人不安的是這些公開傷痕之一是人
類的貿易，這是一種現代形式的奴隸
制，違反了上主給予我們許多兄弟姐妹
的尊嚴，構成了真正的危害人類罪。在
承認其嚴重性和程度上取得了很大成
就，在提高公眾意識水平方面還需要做
更多的工作，更好地協調各國政府，司
法機構，執法人員和社會工作者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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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這個倡導，教育和協調工作
的挑戰之一是一些冷漠，甚至共謀，許
多人傾向於尋找另一種方式。(cf. 福音
的喜悅, 211) 強大的經濟利益和犯罪網
絡正在發揮作用。為此，我表示讚賞你
們為提高公眾對這一特別影響到婦女和
兒童的禍害程度的認識而作出的努力。
但是，以非常特別的方式，我感謝你忠
實地見證了憐憫福音，正如您對恢復
和康復受害者的承諾所表明的那樣。你
在這方面的活動提醒我們，“宗教團體
──尤其是女修會團體，為援助那些受
害者，多年來默默付出的許許多多的努
力。” (cf. 2015 年世界和平文告, 5). 我
特別考慮到婦女在伴隨其他婦女和兒童
方面的獨特貢獻，深入人心的癒合和重
返社會之旅。

教宗方濟各向 “法官對首腦會議人
口販運和有組織犯罪”     2016年6月   
3-4日

“...學院把你們帶到了一起，來自世界
各地的法官和檢察官，具有消除人口
販運，走私和有組織犯罪的實踐經驗
和智慧。負責自己的職業也意味著自
我宣揚，擺脫了政府，私人機構的壓
力，當然還有我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祿
二世所講的“罪惡結構”，特別是在
有組織犯罪方面。沒有這種自由，一
個國家的司法機構就是腐敗的.” 

“幸運的是，為了實現這個複雜而微
妙的人類和基督教的將人類擺脫新奴
隸和有組織犯罪的項目，學院根據我
的要求採取了這一行動，我們也可以
依 靠 與 聯 合 國 的 重 要 決 定 性 協 同 作
用。我感謝193個聯合國成員國的代
表一致通過了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特別是目標8.7。這就是：“立即採取
有效措施消除強迫勞動，結束現代奴
隸制和人口販運，確保禁止和消除最

惡劣形式的童工現象，包括招募和使
用童兵，到2025年終止童工勞動其形
式“。我們可以很好地說，這些目標
和目標現在是聯合國所有成員國的道
德責任。”

2017年2月8日-聖約瑟芬•巴基塔的節
日教宗接見群眾

“今天我們慶祝”打擊人口販運日“
，今年特別針對兒童和青少年。我鼓
勵所有以各種方式幫助奴隸制和虐待
未成年人擺脫這種壓迫的人。我希望
那些有政府責任的人堅定地打擊這個
禍患，向我們的弟兄們發出聲音，侮
辱他們的尊嚴。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
消除這種可恥和不可忍受的罪行......我
現在回到今天的慶祝活動，即今天慶
祝的祈禱和祈禱日，因為今天是聖約
瑟芬•巴基塔的節日，他展示了一個傳
單說。這個年輕女子被奴役在非洲，
受到剝削，羞辱，沒有失去希望，最
終以歐洲移民的身份來到歐洲。在這
裡，她聽到天主的呼召，成了一位修
女。讓我們向所有移民，難民和遭受
剝削的被剝削的聖約瑟芬•巴基坦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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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口販運蓬勃發展是因為它是
非常低的風險和產生暴利的毒販。
阻止它的最有力方式是確保罪犯受
到起訴和對他們的罪行負責。

當販運者因罪行而被定罪時，其他
販運者發出強烈的信號，表示他們
的罪行不會受到懲罰。加強對這種
罪行的判刑和快速審判，有利於遏
制犯罪，建立威懾文化。

打 擊 人 口 販 運 可 以 做 的 主 要 領
域︰

宣傳︰ 禱告;與各國政府、 機構、 
酒店和突出的販運; 問題的關鍵組織
的對話並努力捍衛法律通過販賣人
口的受害者。

保護︰ 為受害者提供支援、 陪伴、 
安全的空間和地方。

預防︰ 提供資訊，程序和課程，學
校和教區教育財政援助。

網路︰ 分享共用我們所知道的東
西，工作以及與其他宗教團體合作 
（加入TALITHA KUM-戰鬥努力打
擊人口販運），其他團體和非政府
組織具有專長的在這一領域，甚至
與員警......

你可以做到打擊人口販賣方法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打擊人口販運。
這裡有幾個想法，可供考慮

1 認識人口販運的跡象，因此可
以幫助你確認可能的受害者。
人口販賣意識培訓供個人、 
企業、 急救、 執法、 教育工
作者和聯邦政府的雇員。

2 成為一個負責和知情的消費
者。發現奴役的足跡，尋問誰
採收你吃的番茄或縫紉你穿的
衣服，或查閱勞工部清單的貨
物出自童工或強迫勞動。鼓勵
公司採取步驟，調查和防止人
口販運在他們的供應鏈，發佈
資訊提高消費者的認知。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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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你的團體內志願並努力支援
打擊販賣人口。

4 會見和/或寫給當地、 州和聯
邦政府代表，讓他們知道你關
心打擊人口販運，並問他們做
什麼來解決它 。

5 主辦宣傳活動，觀看與討論電
影關於人口販賣。例如，學習
認知現代奴隸制如何存在；觀
看調查的紀錄片，關於性販運
活動；或發現販賣人口如何影
響全球食品供應鏈。另外，從
CNN 的自由專案中的許多故
事，認識販運人口在世界各地
的不同形式。

6 組織募捐活動並將所得捐贈給
打擊人口販運的組織。

7 鼓勵當地的學校，與學生合
作和現代奴隸制問題列入其課
程。作為一個家長，教育家或
學校管理員，小心的人販如何
針對適齡兒童

8 保持消息靈通。設置網絡 警
報接收當前人類販運新聞。熟
悉來自許多不同來源在互聯網
與政府提供的宣傳材料。

9 與當地的宗教團體或修會合作
制止販賣，通過支援受害者服
務提供者或認識販賣人口的宣
傳工作。

10 企業︰ 向販運倖存者提供就

業、 實習、 技能培訓和其他
的機會。

11 學生︰ 在校園內採取行動。
加入或建立一個大學社團，以
提高當地的社團對販賣人口的
認識發起行動。考慮以有關人
口販運的話題作研究論文。增
取把人口販運列入大學課程。

12 衛生保健提供者︰ 學習如何
識別販賣人口的指標，並協助
受害者。打擊販賣人口組織的
協助下，向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提供低成本或免費服務。

13 記者︰ 媒體方面發揮著巨大
的作用，在塑造的看法和指導
關於人口販賣的公開對話

14 律師︰ 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提供法律服務，包括支援那些
尋求福利或特殊簽證。

要制止人口販運是艱巨工
作，但我們可以在我們的能
力範圍內做些事情 。我們問
自己︰ 我做了什麼？我可以
做什麼？ 和我們，作為一個
修會團體，怎麼把這個問題
放在最優先嗎？ 我們再也不
能沉默......現在是採取行動

的時候了 ！

翻譯者:  台灣省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