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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作為和平的途徑：
交談、和好及生態皈依」

 

1、 和平──障礙和考驗時希望的途徑    和平是珍貴和美善的，是我們希望得到和整個人類都渴求的
。人渴求和平， 這希望構成一種生活上的張力，以致有時候，即使現況是艱辛的，「假如它 導向一
個目標，是可以度過和接受的，如果這目標本身是可靠的，假如是 相當遠大的目標，就值得每天努
力。」1  由此而言，希望是一種德性，促 使我們有所行動；它賦予我們力量勇往直前，甚至是在困
難重重，障礙難 以克服的關頭。 

人類的團體，在記憶中和肉體上，都留下許多戰爭和衝突的痕跡，過去的 戰爭和紛爭都已發生，但
其破壞力卻日漸加強，並特別不斷地打擊那些較 貧困的和更脆弱的人。也有些國家，全體人民都在
掙扎，為擺脫剝削和貪 腐──導致仇恨和暴力產生的桎梏。而至今，許多男女、幼兒和老人的尊 嚴
，他們身體的完整性、他們的自由──其中包括宗教自由、團體的關懷、 未來的希望，仍然被剝奪。
有許多無辜的受害者飽受羞辱和被排斥、悲悼 和不正義之苦。至於那些制度性的攻擊，對人民和他
們心愛的人所造成的 創痛，更不必多言。 

內戰和國際衝突的可怕證據──經常因殘酷和各種無情的暴力而變本加厲 ──長久烙印在人類的肉體
和心靈上。事實上，每一次的戰爭都是一種兄 弟鬩牆的內鬥，它摧毀手足情誼──人類大家庭共同使
命的目標。    我們都知道，戰爭經常從我們不能忍受我們彼此間的差異開始，而此一彼 此間差異卻
醞釀一種占有欲和統治欲。戰爭源於人心中的自私和驕傲、誘 發摧毀和醜化他人的一種仇恨，以致
要排除異己和消除別人。戰爭由於關 係的敗壞、霸權野心，濫用權力、對別人的恐懼，以及視彼此
間的差異為 一種障礙而引發，並導致這所有一切。 



正如我最近在日本訪問時所指出的：「我們的世界正處於一種對立的狀態， 以恐懼和互不信任的心
態為基礎，來確保國際上的穩定和維護和平，但這 基礎是虛假的，因為這種心態最終卻危及國家民
族間的關係，並阻礙任何 可能的交談，結果是自相矛盾。和平和國際上的穩定，與任何建立在彼此
害怕被對方摧毀，或以全面性毀滅的威脅方式，是互不相容的；只有基於 今日及明日，整個人類大
家庭的相互依存、共同負責的模式，並從全球的 精誠關懷和為將來奮鬥做起，和平和國際上的穩定
才有可能。」2 

任何危及大家安全的情形，導致彼此的不信任和自我封閉。互不信任和畏 懼，使人際關係變得更為
脆弱，並添增暴力的風險，在這種惡性循環的情 景下，使得人們無法建立和平的關係。由此而言
，廢除核武的討論，也只 能造就一種不實的穩定。

因此，我們不能號稱要藉由全面性的毀滅所帶來的恐懼感、在這一種非常 不安定的形勢之下、在世
上核武戰爭即將爆發之際，以及自我關閉在冷漠 中，來維持安定。結果是：人們作了一些社會和經
濟上的決策，但這些決 策所開闢的途徑，並非使人類和受造物被看守和照顧，而是遭受丟棄。3 那
麼，我們要如何踏上和平和彼此互相認識的途徑呢？我們要如何打破那恫 嚇和恐懼的畸形邏輯呢
？我們要如何化解目前因猜疑而蔓延的那股力量 呢？

我們應該追求一種基於我們共同的來源──天主，以及在交談和相互信任 中所體現出來的兄弟情誼。
和平的渴望早已深深地銘刻於我們人類的心 中，以致我們不應滿足於追求其他低於此事的一切。

2、 和平的途徑──基於記憶、精誠關懷及兄弟情誼的聆聽

那些「被爆者」 （Hibakusha）──廣島和長崎原爆下倖存的人，他們當中 有些人，使他們集體的良
知如同火焰燃燒直到今日，為向世世代代見證1945 年 8 月所發生的恐怖事件，以及他們直到今日
仍無可言喻的痛苦。他們的 見證喚醒並保存受害者的記憶，為使人類的良心在面對統治欲和破壞力
時，顯得更為有力：「我們不應該允許，當前和未來的世代忘卻所有已發生 之事故的記憶，這記憶
確保，並激勵我們要去建造一個更正義和更友愛的 未來。」4

許多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如同「被爆者」一樣，為了未來的世代，作出不 可多得的服務──不僅是要
保存歷史上的回憶，好使人們不再重蹈覆轍， 或為使歷史上那些虛妄的計畫不再重複，而也是為能
使歷史上的回憶── 即那從生活經驗而來的結果──成為眾人作決策的根基，激發當前和未來 的世代
去締造和平。

此外，記憶是希望的遠景：在戰爭和衝突的陰霾中，經常只因回想起曾接 受過一個團結關懷的微小
舉動，就可使人作出勇敢的，甚至是英勇的抉擇， 並能在團體和個人身上釋放出新的能量，重新點
燃新希望。

開闢和探索一條和平的途徑，是一種挑戰，更何況其複雜性涉及到利益關 係、人際關係、團體間和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都是多面向的，而又並非表 裡相應。首先，我們必須向個人的道德良知和意志
，以及政治意願呼籲： 事實上，和平是出自人心的最深處，而且要經常重振政治意願，為能開闢 嶄
新的途徑，促使人與人，以及團體間的和解，並結合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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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需要空言虛語。世界需要的，是信念堅強的見證人、締造和平的人 ──向交談開放，棄絕排斥
或操縱的手法。事實上，若沒有令人信服的交 談──有意見不同的一眾男女參與其中──為尋求超越
意識型態，否則就 無法達到真正的和平。和平「應經常由人類去建樹」 。5 和平是一條我們共 同
不斷尋求公益的途徑，同時又投身於其中，時時追求共同的利益和遵守 法律。彼此相互傾聽，使人
相互了解和尊重，直到我們在仇敵的身上認出 兄弟的面容。

和平是一個過程，需要長期投入。這投入需要耐心、尋求真理和正義、尊 重受害者的記憶，並逐步
地向一個共同的希望開放，而希望勝過報復。在 一個法制的國家裡，民主若是基於正義和致力於捍
衛每一個人的權利，尤 其是弱小者或邊緣化民眾的權利，不斷地尋求真理，民主可以成為這進程 一
個甚具意義的範例。6 這是一項建造社會的工程，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工 作，每一個人都參與其中
，在地區、全國和全球的層面上盡其責任而作出 貢獻。

正如教宗聖保祿六世所指出的： 「[人]有平等及分擔責任兩大願望，則勢必 追求真正民主的社會。
（……）這說明社會教育的重要性。社會教育不獨使 人明瞭各人的權利，而且使人知道與其權利密
切相關的種種，亦即承認自 己對他人的義務。同時，義務的思想及實踐又要看人是否有自制力、責
任 感和是否接受個人及團體自由的界限。」7

相反地，社會中的各種分岐、社會不平等的增加，以及拒絕運用一些方法 去促進人性整體的發展
，都會危及對公共福祉的追求，但基於語言和真理 的力量，且有耐心和努力，則能使人有更大的憐
憫之心和具其創意的精誠 團結情懷。

在我們的基督信仰生活中，我們恆常地紀念耶穌基督，因為基督獻上了自 己的生命，為使我們和好
（參：羅五 6~11）。教會全力參與追求公義的社會 秩序，並藉由基督信仰價值觀的傳遞，倫理道
德的教導、社會事業與教育 工作來繼續謀求公益，並滋長和平的希望。

3、和平──在兄弟情誼共融中和好的途徑

聖經，尤其透過眾先知的話語，提醒每一個人和各個民族，有關天主與人 類所定立的盟約。這盟約
要我們放棄控制他人的欲望，學習彼此視對方為 人、天主的子女、兄弟姊妹。我們絕對不可因他人
過去可能說過的話，或 做過的事便一言判決，而是要重視他的言語行為所具體表現的諾言。只有 選
擇尊重的途徑，我們才能打破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踏上希望的途徑。

以下在福音裡這段伯多祿和耶穌的對話，給予我們指引：「『主啊！如果我 的兄弟得罪了我，我應
該寬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嗎？』。而耶穌對他說： 『我不對你說，直到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
」 （瑪十八 21~22）。此一和好 之路邀請我們在內心深處去尋找寬恕的力量和彼此承認為弟兄姊
妹的能 力。我們學會生活於寬恕中，我們就越有能力成為締造和平的一眾男女。

和平在社會環境中是怎樣的，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也會是這樣，因為和平 涉及大眾生活的每一層面
。除非我們竭盡所能發展出一套更公平的經濟制 度，否則不會有真正的和平。正如教宗本篤十六世
於 10 年前，在他所頒布 的通諭《在真理中實踐愛德》中所表示的：「若要克服發展落後的問題，
不但要採取行動去改善那建基在互換上的交易，也不只是公共援助機制的 轉移，而特別是全球性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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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向着不求償及促進共融的經濟活動開放。」（第 39 號）

4、和平──生態皈依的途徑

「倘若由於我們過去誤解了我們的原則，導致我們將摧殘大自然合理化 了，以致對受造界蠻橫霸道
，參與戰爭、不義和暴力的行為，我們信徒們 必須承認我們未忠於我們應該守護的智慧寶庫。」8

我們對他人的敵意、對共同的家園缺乏尊重，或是對自然資源的任意濫用── 只把它視為可立即獲利
的資源，而罔顧地方社區、大眾福祉和大自然本身， 面對這一切可能產生的後果，我們需要一種生
態皈依。最近召開的泛亞馬 遜地區世界主教會議，驅使我們再次發出緊急呼籲，必須在人民的生活
團 體和土地、現在和過去、經驗和希望之間，發展出一種和平的關係。

和好的途徑，也要求我們聆聽和默想天主賜給我們作為禮物的共同家園── 我們的世界。事實上，自
然資源、各種不同型態的生命和地球本身，都託 付了給我們。為了未來世代的人，我們每一個人要
積極且負責地去「耕種 和看守」（創二15）。我們必須改變對事物的想法和看法，更加開放地與他
人相遇，並視受造界為恩賜，因為它那反映出造物主的美善和智慧。

上述一切給予我們更深切的動機，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居住在我們共同的家 園，接受彼此的差異，尊
重且歡慶我們所領受的生命，並與人分享，同時 致力尋求富於活力的社會環境和模式，以利生命的
持續繁榮和整個人類大 家庭共同福祉的發展。       

我們為生態皈依而作的呼籲，促使我們以嶄新的方式來看待人生，同時念 及造物主的慷慨大方──祂
將大地賜予我們──並提醒我們那份來自分享 和有節制地享受的喜樂。這種皈依是要整體性地去了解
，為使我們與我們 的弟兄姊妹、與其他生命、與豐富多樣的受造界、與造物主──一切生命 的來源
──的關係得以轉變。對基督徒而言，生態皈依「使他們與耶穌基 督相遇的成果，能顯示在他們與周
遭環境的關係中。」9

5、「我們盼望的一切，必得到滿足」10

和好之路需要耐心和信賴。除非我們冀望和平，否則不會得到和平。

首先，這意味著相信和平是有可能的，並相信別人也和我們一樣切望獲得 和平。我們可以在天主對
我們每一個人的愛中找到啟發：這份愛釋放人， 不受限制、不求回報也不知疲倦。
恐懼往往是衝突的起源。因此，重要的是，要克服人性的恐懼，承認在那 愛我們和關心我們的那一
位眼中，我們是需要照顧的小孩，如同福音「浪 子回頭」比喻中的父親對他的愛子一樣（參：路十
五 11~24）。兄弟姊妹般 相遇的文化會打破衝突的文化，使每一次的相遇化為契機，也是天主慷慨
聖愛的恩賜，引領我們走出我們狹窄心胸的視野，不斷地鼓勵我們作為唯 一天主的子女去活出普世
兄弟情誼。    為基督的門徒而言，這途徑同樣受到和好聖事的支持，那是天主為赦免已受 洗者的罪
所賜予的聖事。此一教會聖事能更新每一個人和改造每一個團體， 邀請我們目光轉向耶穌，是祂「
使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祂 自己重歸於好，因著祂十字架的血而立定了和平」（哥一
20）；而和好聖事 也要求我們在思言行為上放下任何暴力，無論是對近人，或對受造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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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父所賜的恩寵是一種無條件的愛。既然我們已在基督內獲得了祂的罪 赦，我們就能起身，將祂
的罪赦帶給在我們時代的一眾男女。聖神日復一 日督促我們的思想、態度，好使我們成為正義與和
平的締造者。

願和平的天主降福我們，並前來扶助我們。

願瑪利亞──和平之王的母親和世上眾人的母親，陪伴我們，並在和好之 路上步步扶持我們。

願世上眾人都能在和平中生活，並充分實現他們心中對生命與愛的許諾。

發自梵蒂岡
2019 年 12 月 8 日

方濟各

（臺灣明愛會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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