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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句摘錄：
01

教會與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
「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
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凡屬於人類的種種，在基督徒的心靈內，莫不有所反映。……
教會深深感到自身和人類及其歷史，具有密切的聯繫。」
（梵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965）
，第1節）

02

《天主教教理》1897條：

「社會中若無賦有合法權威的人，保障法紀的穩定，並採取足夠的措施，促進公益，社會生
活將沒有秩序和成就」
（《和平於世》，46）。
所謂「權威」是指一種資格，憑著它，人或機構給人們制定法律和施予號令，並要求人們
服從。
03

《和平於世》通諭（1963）（教宗若望廿三）51 條：

「治理國事者，如訂制法律，頒發命令，有違倫理秩序或天主意旨，則其法律或命令，絕無
約束國民良心之力。因為此時，人應服從天主，而不應服從人，並且，在此情況中，法律
本身已失去其存在價值，而淪為壓迫人民的工具。」
04

《天主教教理》1902條：

「人的立法是否有法律的特色，全看是否符合正直的理性；由此顯出，它的力量乃得自永恆
律。如果立法偏離理性，則應宣告為不義，因為它不再符合法律的定義；而更好說是一種
暴力。」
（參看：聖多瑪斯，
《神學大全》，第二集、第一部，第 93 題，第 3 節釋疑 2）
05

《天主教教理》1903條：

若權威尋求有關團體的公益，並採用道德上容許的方法來達成此目標，這時權威的行使才
算合法。如有掌權者制定不義的法律，或採用違反道德秩序的方法，這些措施沒有束縛良
心的力量。
「在這情況下，權威自動消失而轉變成為迫害」
（《和平於世》，51）。

06

《天主教教理》1904條：

「更好每個權力受到其他權力及其他合法權力的制衡約束，使它維持在正確的限度內。這便
是所謂『法治國家』的原則，在法治國家裡法律是無上權威，而非個人獨斷的意願」
。
（《百
年》，44）
07

「教會和國家的法律，不管是習慣法還是成文法，如果違背自然法就應該摒棄。」
（彭小瑜：《教會法研究》
（2003）
，93 頁）

08

《百年》通諭（1991）（教宗若望保祿二世）46 條：

「民主政體，由於能夠確保公民參與政治選擇，向被治理者保證有選舉治理者，並使之負責
的可能性，且於合宜的時機以和平的方法予以更換，因而獲得教會好評。」
（引述前任庇護十二世1944年聖誕節廣播文告：宗座彙報 37(1945)，10-24頁）
09

《百年》通諭（1991）（教宗若望保祿二世）46 條：

「教會不能讚許那些狹窄統治集團的存在，它們篡奪國家大權以遂其私利，或藉以貫徹其意
識形態。真正的民主，惟有在法制的國家，並以正確的人的觀念為其基礎，才有可能。」
10

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教會社會訓導彙編》395 條：

「政權之下的人民，整體上是具有主權的。這些人民以不同的方式，把行使主權的功能轉交
至他們自由選出的代表手中，但之後仍保有行使主權的能力，就是評定管治者的工作，以
及當管治者在履行職務上強差人意時，另選別人。雖然這種權利在每個國家、每類政權中
都運作，可是，只有在民主政制中，由於它具有程序，並且程序得到確認，人民選擇政府
的權利才得到最充分的發揮。」
11

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教會社會訓導彙編》399 條：

「公民按照良心，並沒有責任服從政權所制定，那些違反道德律、違反基本人權或福音教訓
的命令。……拒絕與不義合作除了是道德責任之外，也是一種基本人權。」
12

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教會社會訓導彙編》400 條：

「抵抗政權的本意，是要見證持不同方式看事情是合理的，不論它的意圖是達至局部的改變，
例如修訂某些法律，或是了爭取徹底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