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
會章

(第五十一屆議會修訂版)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會章

第 1 頁，共 22 頁

第一章 總綱
1.1

定名
本會定名為「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Catholic
Students），簡稱「本會」。

1.2

性質
本會為教區公教信徒善會之一（Association of The Faithful in the
Diocese）。

1.3

身份
本會為公教學生運動組織。

1.4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香港九龍界限街 134 號明愛中心 6 樓。

1.5

宗旨
團結同學實踐基督精神。

1.6

目標
(一) 秉承梵二之本地化教會精神，使信仰植根於具體生活中。*
(二) 協助同學理解低下階層的生活，並積極投身於各項爭取其基本權
利的行動，共同創造一個公義的社會。**

1.7

年度
本會之年度由每年四月一日起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 註一
**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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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神師
2.1

定義

2.2

神師包括: 總指導神師和指導神師
總指導神師
2.2.1 委任
本會得提名神父、執事、修士、修女或教友，並經本港教區主教委任
後，為本會之總指導神師。
2.2.2 任期
（一） 總指導神師任期為五年。
（二） 若總指導神師在任期間出缺，得由本港教區主教委任代表人選，
代行其職務。
2.2.3 權責
（一） 總指導神師代表香港教區主教出席本會會議。
（二） 總指導神師得以本會名義聘請牧民工作者。
2.2.4 職責
（一） 提供牧民及神學之指導。
（二） 聯絡各團體會員之指導神師。
（三） 指導牧民工作者之牧民工作。
（四） 協助本會策劃及組織各項工作與活動。
（五） 協助有關本會之管理事宜。
（六）
（七）
（八）
（九）

列席議會常務會議。
列席幹事會常務會議。
為大專牧民計劃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為章則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2.3 指導神師
2.3.1 定義
團體會員神師為本會之當然指導神師

第三章 贊助人及顧問
3.1
3.2

贊助人
香港教區主教為本會當然贊助人。
顧問
(一)本會得邀請若干顧問，並於每年議會週年事務會議中推舉。
(二)本會顧問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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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牧民工作者
4.1
4.2

4.3

定義
為總指導神師以本會名義聘請，協助總指導神師推行牧民工作。
職責
（一） 為各團體會員及幹事會提供牧民協助。
（二） 為大專牧民計劃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任期
牧民工作者之任期最少為兩年。

第五章 會員
5.1

類別
（一） 本會會員分團體會員、基本會員、輔助會員及名譽會員四種。
（二） 團體會員及基本會員為本會成員；輔助會員乃年度會員，須每
年續會；名譽會員為永久會員。

5.2

資格
5.2.1 團體會員
凡本港各大專學院之天主教同學會可向本會申請加入為本會
團體會員。
5.2.2 基本會員
（一） 凡各團體會員之基本會員，即為本會之基本會員。
（二） 凡任何輔助會員，其會員資歷在半年或以上者，可向
幹事會申請，經幹事會贊同及議會通過後，得轉為本
會之基本會員；惟其基本會員之資格，須於每年議會
週年事務會議重新審定。
5.2.3

輔助會員
任何非本會基本會員之學生，若有志加入本會，可向幹事會申
請，經幹事會贊同及議會通過後，得為本會之輔助會員。

5.2.4 名譽會員
凡已畢業之本會基本會員，可向幹事會申請，經幹事會贊同及
議會通過後，得加入為本會之名譽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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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權利
5.3.1 團體會員
（一） 參與本會各項活動及享用本會提供之設施。
（二） 享有行政自主權、選舉權及發言權。
5.3.2 基本會員
（一） 參與本會各項活動及享用本會提供之設施。
（二） 享有參選權、被選權及發言權。

5.4

5.3.3 輔助會員
(一) 參與本會各項活動及享用本會提供之設施。
(二) 享有發言權。
5..3.4 名譽會員
（一） 享有發言權。
義務
5.4.1 團體會員
（一） 遵守本會會章及本會議決案。
（二） 必須每年繳交會費，數目於每年議會週年事務會議中
通過。
5.4.2 基本會員
（一） 遵守本會會章及本會議決案。
5.4.3 輔助會員
（一） 遵守本會會章及本會議決案。
（二） 必須每年繳交會費，數目於每年議會週年事務會議中
通過。

5.5

5.6

5.4.4 名譽會員
（一） 遵守本會會章及本會議決案。
罷免
凡任何會員有違反本會之會章，經議會通過後，隨即罷免其會員資格。
申請
5.6.1 入會
凡有意申請成為本會會員者，須填妥申請表，遞交予議會審批，得
成為會員。
5.6.2 退會
凡欲意退出本會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議會，經議會主席公布後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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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議會
6.1
6.2
6.3

定名
此章所述之組織定名為「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議會」，簡稱「議會」。
定義
議會為負責本會一切立法及司法事宜之機構。
組織
6.3.1 常設委員會
（一）
（二）
（三）
（四）
（五）

財務委員會
時事委員會
大專牧民計劃委員會
國際事務委員會
曙暉編輯委員會

6.3.2 專責委員會
（一） 監選委員會
（二） 籌款委員會
（三） 章則委員會
（四） 資料管理委員會
6.3.3
6.3.4
6.4

幹事會附屬委員會
（一） 內務組
臨時委員會

權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處理幹事會選舉及補選事宜。
通過提名本會總指導神師。
通過幹事會推舉之本會顧問。
委任及解散議會屬下之常設委員會。
成立及解散議會屬下之專責委員會及臨時委員會。
審定本會應屆幹事會週年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審定本會來屆幹事會全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審定本會轄下各委員會之工作報告。
解釋本會會章。

（十） 處理本會會章修訂事宜。
（十一） 彈劾或罷免。
（十二） 如遇幹事會解體或新幹事會逾期仍未選出時，則幹事會職權暫
由議會處理，議會主席則出任為臨時會長，直至另行選出新幹
事會為止。
（十三） 如委員會未能於第一次議會常務會議中成立，其工作暫由議會
處理，議會主席須出任該委員會之臨時主席，直至該委員會成
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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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職位
（一） 議會主席一人。
（二） 議會秘書一人。
（三） 議會助理秘書二人。
（四） 議會屬下之各委員會主席。

6.6 資格
6.6.1 議會主席必須由其去屆議員中選出。
6.6.2. 議會秘書及助理秘書必須為其應屆或去屆議員。
6.6.3. 團體議員及臨時議員
（一） 團體議員及臨時議員必須為其團體會員。
（二） 團體議員若因事未暇出席會議，該議員得通知議會主
席並授權一臨時議員代表出席，惟其資格僅限於該次
會議。
（三） 同一臨時議員於一年內出席常務會議三次或以上者，
可取代成為該團體會員之正式議員。
6.7職責
6.7.1

議會主席
（一） 召開及主持議會一切會議，惟週年選舉會議除外。
（二） 督促執行議會會議議決案。
（三） 為章則委員會之當然主席。
（四） 為財務委員會、時事委員會及大專牧民計劃委員會之
當然委員。

6.7.2

6.8

議會秘書及議會助理秘書
（一） 保管並處理議會一切會議記錄及檔案。
（二） 擔任一切議會會議秘書，惟週年選舉會議除外。
（三） 協助議會主席處理議會事務。
（四） 議會助理秘書協助議會秘書處理議會一切會議記錄及
檔案。

任期
（一） 議會主席、議會秘書及議會助理秘書、去屆會長及去屆議會代
表任期為一年。
（二） 議會主席或議員如於任期內畢業或休學，可繼續其職務，直至
任期結束為止。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會章

第 7 頁，共 22 頁

6.9

出缺
（一） 如議會主席出缺時，由議會秘書代行其職務，直至議會主席另
行選出為止。
（二） 如議會秘書出缺時，由議會助理秘書代行其職務。

6.10

席位
（一） 去屆會長一席。如去屆會長出缺時，由去屆幹事會代表補上。
（二） 該屆幹事會四席，其餘幹事必須列席。
（三） 每團體會員各二席。（團體會員可用代表團形式出席，至少二
位；如團體會員之幹事會出缺，同時又未能委任其基本會員出
席議會，則將其議席懸空，直至該團體會員選出新任幹事會或
委任出基本會員出席議會為止。）
（四） 去屆議會代表二席。

6.11

會議
6.11.1

常務會議
（一） 議會主席須於每年召開並主持五次常務會議。
（二） 首次常務會議於每年度之週年事務會議舉行後兩星期
至一個月內召開。其餘四次常務會議於首次常務會議
之後及該年度之週年選舉會議舉行前召開。
（三） 常務會議應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惟議會主席可按實際
情況及需要提前或延遲個別常務會議之會期。

6.11.2 週年選舉會議
（一） 週年選舉會議須於每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間由監選委
員會主席召開並主持。
（二） 週年選舉會議中須選舉來屆幹事會。
6.11.3 週年事務會議
（一） 週年事務會議亦為每屆議會之最後一次會議，其須於
每年三月內由議會主席召開。新選出之來屆幹事會亦
須列席。
（二） 週年事務會議須包括下列議程：
甲、 接受並通過週年選舉會議記錄。
乙、 接受並通過各委員會之全年工作報告。
丙、 接受並通過應屆幹事會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丁、 接受並通過來屆幹事會週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
算。
戊、 通過來屆顧問人選。
己、 從議會成員中選舉來屆議會主席、議會秘書、
議會助理秘書二人及去屆議會代表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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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提交來屆議員名單。
辛、 釐定來年度團體及輔助會員之會費。
6.11.4 緊急會議
（一） 緊急會議可在下列任何一個情形下由議會主席召開：
甲、會長要求。
乙、三分之一或以上之議員聯署要求。
丙、議會主席認為需要時。
6.12

會議通告及議程
（一） 除緊急會議外，所有會議之通告及議程必須於會議前七天通知
各議員。
（二） 緊急會議之通告及議程須於會議前二十四小時通知各議員。

6.13

法定人數
（一） 所有議會之法定人數為全部議席二分之一。

6.14

流會
如到規定會議時間一小時後，尚未足法定人數，議會主席須宣佈流會，
並須於一星期內再度召開會議。

6.15

請假
議員若未能出席會議，須於會議前通知議會主席。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會章

第 9 頁，共 22 頁

第七章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幹事會
7.1

定名
此會章所述之組織定名為「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幹事會」，簡稱「幹事
會」。

7.2 定義
幹事會為本會之最高行政機構。
7.3 組織
幹事會應下列職位
（一） 會長
（二） 內務副會長
（三） 外務副會長
（四） 常務秘書
（五） 財務秘書
（六） 公眾事務秘書
（七） 國際事務秘書
（八） 宗教事務秘書
（九） 出版事務秘書
（十） 宣傳事務秘書
7.4
權責
(一) 統籌聯會之一切行政事宜 ( 包括:管理聯會之會址， 制定每年幹事會之
路向，
7.5

並帶領同學一同實踐。)
職責
7.5.1
會長
（一）
（二）
（三）
（四）

對外代表本會
統籌本會之一切行政事宜
召開幹事會會議
為大專牧民委員會，時事委員會及章則委員會之當然
委員

7.5.2

內務副會長
（一） 負責促進本會與各團體會員之關係
（二） 協助會長處理本會對內之一切行政事宜
（三） 為內務組及財務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四） 當會長請假時則兼任為本會會長

7.5.3

外務副會長
（一） 協助會長處理本會對外之一切行政事宜
（二） 為本會對外之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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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常務秘書
（一） 負責本會之來往書信
（二） 保存及處理本會檔案、幹事會會議記錄、登記會員等
事宜

7.5.5

財務秘書
（一） 負責本會之一切財務事宜
（二） 為財務委員會之當然主席及籌款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7.5.6

公眾事務秘書
（一） 負責處理本會所關注之本地、本國及國際問題
（二） 為時事委員會之當然主席

7.5.7

國際事務秘書
（一） 負責一切與本會有關之國際事宜及聯絡
（二） 為國際事務委員會之當然主席及時事委員會之當然委
員

7.5.8

宗教事務秘書
（一） 負責本會一切之宗教事宜

7.5.9

出版事務秘書
(一) 負責本會一切之出版事宜
(二) 為曙暉編輯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宣傳事務秘書
（一） 負責統籌本會一切之宣傳事宜

7.5.10
7.6

7.7

會議
（一） 幹事會常務會議至少每月由會長召開一次。
（二） 所有常務會議之通告及議程須於會議前二十四小時通知各幹
事，神師及牧民工作者。
（三） 幹事會會議以全體幹事會半數或以上為法定人數。
（四） 議案之通過須經全體幹事三分之二或以上議決。
出缺
（一） 如會長出缺時，由內務副會長出任署理會長，在下次議會會議
前，幹事會可提名一位幹事為本會會長，惟須經議會通過，如
幹事會未能成功提名新人選出任為會長，則交由議會決定。
（二） 如遇幹事會其他幹事出缺時，則由幹事會提名，並交由議會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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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幹事會選舉
8.1
8.2
8.3

幹事會選舉
根據本會會章 6.11.2，幹事會選舉須於議會週年選舉會議中進行。
監選委員會
見本會會章 10.3.1。
提名
（一） 所有提名必須為一完整內閣之提名，而被提名之會長及宗教事
務秘書必須為天主教徒。
（二） 監選委員會得公佈接受候選內閣提名之時限及至議會週年選
舉會議前十天須截止提名。
（三） 競選內閣須填妥一份特為競選而設之表格，此表格內包括該閣
之提名人、和議人及該內閣所有閣員之姓名及簽名以表同意。
（四） 如於截止提名日期仍無一完整內閣之提名，則再度公開接受提
名，直至議會週年選舉會議為止，倘仍無一完整內閣之提名，
則留待議會決定。
如議會接納該不完整內閣之提名，則該內閣必須有會長、財務
秘書、公眾事務秘書、國際事務秘書及宗教事務秘書。

8.4

投票辦法
（一） 候選內閣之當選須獲得議會週年選舉會議出席人數過半之票
數，若不足此數應再複選：第一次複選就獲得最多票之前三名
複選之，如仍未過半數，第二次複選應就獲得最多票數之前二
名複選之，如仍未過半數，則以獲得較多票數者當選。
（二） 若遇只有一候選內閣時，則該候選內閣須得議會週年選舉會議
出席人數過半數之信任票始得當選。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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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財政
9.1

原則
本會財政本以自力更生之原則。本會會員有責任協助達成此原則。

9.2

財政年度
本會之財政年度為每年之三月一日至翌年二月最後一日。

9.3

會費
所有團體會員、輔助會員必須每年度繳交會費，數目於議會週年事務
會議中決定。

9.4

財務委員會
見本會會章 10.2.1。
籌款委員會
見本會會章 10.3.2。

9.5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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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委員會
10.1

定義
本章所述之委員會包括附屬於議會及幹事會之各委員會。

10.2

常設委員會
10.2.1 財務委員會
（一） 財務委員會附屬議會，主席需於議會常務會議及週年
事務會議中提交工作報告及每月財務報告。
（二） 職能：(1)制定與執行本會之財務政策
(2)審核所有有關本會之財務事宜。
（三） 席位：財務秘書、內務副會長及議會主席各一席，其
他成員須來自不同各團體會員之應屆或去屆議員共三
席，名單須於議會會議中通過。
（四）財務秘書為當然主席。
（五） 財務委員會會議至少每兩個月召開一次。
10.2.2

時事委員會
（一） 時事委員會附屬議會，主席需於議會常務會議及週年
事務會議中提交工作報告。
（二） 職能：
(1) 關注本地社會時事，並將有關訊息與各團體會員交
流；
(2) 代表本會向外發表文件，惟須經全部席位三份之二
或以上通過。
（三）席位：會長、公眾事務秘書、國際事務秘書、議會主席
各一席，各團體會員各派一人出任選任委員，
名單須於議會常務會議中通過。
（四）公眾事務秘書為當然主席。

10.2.3

大專牧民計劃委員會
（一） 大專牧民計劃委員會附屬議會，主席需於議會常務會
議及週年事務會議中提交工作報告。
（二） 職能：
(1) 與總指導神師及牧民工作者協調各團體會員之牧
民需要。
(2) 促進各團體會員會長之交流。
（三）席位：總指導神師、議會主席、會長、各團體會員之會
長及大專牧民工作者各一席。
（四） 應屆主席由應屆或去屆團體會員之會長中選立。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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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國際事務委員會
（一） 國際事務委員會附屬議會，主席需於議會常務會議及
週年事務會議中提交工作報告。
（二） 職能：
(1) 關注國際社會。
(2) 促進各地間之學生運動之經驗交流。
(3) 關注並接觸其他國家之學生運動。
（三） 席位：
國際事務秘書一席，其他成員須來自不同團體會員，由
最少五人組成，名單須於議會常務會議中通過。
（四）國際事務秘書為當然主席。

10.2.5 曙暉編輯委員會
（一） 曙暉編輯委員會附屬議會，主席需於議會常務會議及
週年事務會議中提交工作報告。
（二） 職能：負責以不同的出版方式協助聯會突顯其學生運
動於社會中的角色。
（三） 席位：曙暉編輯委員會主席一席及委員最少四席，包
括當然委員，主席由委員中選立，最少由五人組成，
名單須於議會常務會議中通過。
（四） 出版事務秘書為當然委員
10.2.6 資料管理委員會
（一） 資料管理委員會附屬議會，主席需於議會常務會議及
週年事務會議中提交工作報告。
（二） 職能：負責收集和管理各方面資料， 以協助聯會學
生運動之發展。
（三） 席位：資料管理委員會主席一席，其他成員須來自不
同團體會員之應屆或去屆議員，其中一席須為幹事會
成員，最少由二人組成，名單須於議會常務會議中通
過，主席由委員中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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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專責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於其職務完成後須自動解散。
10.3.1 監選委員會
（一） 監選委員會附屬議會。
（二） 職能：
(1) 全權負責議會週年選舉會議之一切事宜；
(2) 監選委員會主席得召開並主持議會週年選舉會
議。
(3) 主席需於議會週年事務會議中提交週年選舉之
會議紀錄及全年工作報告。
（三） 委員須於每年度第四次之議會常務會議中選出。
（四） 席位：監選委員會主席一席及秘書兩席，委員共由三
人組成，名單須於議會常務會議中通過。
（五） 資格：委員必須為應屆或去屆議員。
（六） 監選委員會委員不得競選來屆幹事會任何職位。
10.3.2

10.3.3

籌款委員會
（一） 籌款委員會附屬議會，主席需於議會常務會議及週年
事務會議中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二） 職能：為本會籌募經費，但一切決定須交由議會審批。
（三） 席位：籌款委員會主席一席及委員最少三席。主席由
委員中選立，最少由四人組成，名單須於議會常務會
議中通過。
(四）財務秘書為當然委員。
章則委員會
（一） 章則委員會附屬議會，主席需於議會常務會議及週年
事務會議中提交工作報告。
（二） 職能：討論修改會章及會議常規之事宜，並向議會提
交建議。
（三） 席位：議會主席，會長，總指導神師各一席，其餘議
席則由各團體會員代表組成，議席方面由當屆議會決
定，名單須於議會常務會議中通過。如未能於該屆議
會完成其職務, 則需來屆議會常務會議中處理。
（四）議會主席為當然主席。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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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會屬下委員會
10.4.1 內務組
（一） 內務組附屬幹事會，主席需議會常務會議及週年事務
會議中提交工作報告。
（二） 職能：聯繫團體會員。
（三） 席位：內務副會長一席，團體會員之外務副會長各一
席。
（四） 應屆主席由應屆委員中選立。
10.4 臨時委員會
議會及幹事會得應會務之需要成立及解散臨時委員會。
第十一章

會章

11.1 解釋權
議會為本會會章之最終解釋機構。
11.2 修改
（一） 修改會章須由議會成立章則委員會。
（二） 凡每項會章之修改或變更，須經章則委員會動議，經議會全體
議席三分之二或以上通過，及香港教區主教批准後方始生效。
第十二章

解散

12.1

程序
（一） 任何要求解散本會之動議，須由議會主席召開議會緊急會議討
論，並得議會全體議席三分之二或以上贊同後方可通過。
（二） 任何經議會通過解散本會議案，須經香港教區主教批准解散後，
方始生效。

12.2

資產處理
12.2.1 本節所述之資產，包括本會名下之一切動產及不動產。
12.2.2 於解散本會前，本會所有的會員須清還本會一切債務。
12.2.3 盈餘處理
（一） 清還本會一切債務餘下之資產不得分派各會員。
（二） 餘下之一切資產，得全數由香港教區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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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教會是由團結在基督內的人們所組成，與每個地方每個時代的人同在，分享著人
類的喜樂與希望、愁苦與焦慮。她存在於人生活的世界及其歷史的處境當中1，
與世界、與社會密不可分、息息相關。她在聖神的領導下，承擔著傳報福音的使
命2，為人類帶來天國的喜訊，宣講和通傳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救恩，即「天主的
國」3。天主的國藉著耶穌，經已來臨於世，並且在耶穌的死亡和復活後，繼續
臨在人們中間。然而，天主的國在現世臨現的幅度尚未完滿。
教會的存在，是為人在來世的得救，而這是來世才能達於圓滿的救恩。然而，我
們現正生活於此世之中。故此，教會要在人類歷史之內，建立起一個天主子女的
家庭，不斷發展，直到末世──主基督再來之時。在此期間，教會與整個人類共
同前進，作人類社會的酵母與靈魂，在基督內革新人類社會，將這社會變作天主
的家庭，使天主的國臨現人間。4
人與其他人們在社會上相遇、交流、溝通、共同生活，人與社會互為影響。教會
向人福傳，不僅僅是接觸一個人，更會觸及社會。因此，教會對社會決定的、發
生的和經驗到的事情，不會漠不關心，因為社會是由人組成的。故此，凡社會上
的種種現象與現實，包括政治、經濟、勞工、法律和文化，都跟教會的福傳密不
可分。
教會藉著社會訓導宣講福音，使福音實在地臨於人類社會的種種現實之上5。透
過社會訓導，她履行上主託付給她去宣講福音的使命，把喜訊帶到人類的歷史之
中6。教會的社會訓導，是她傳揚福音不可缺少的部分，一切與人類社會有關的
事情，包括公義、自由、發展、和平，都是傳揚福音時需關注的對象。若不加關
注，傳揚福音的工作便不算完整7。
「如果不去促進人類在正義與和平中真正的進
步，我們又怎能宣告新誡命（愛的誡命）呢？」8
教會及其成員──信友應致力於傳揚福音，而這福音，不僅是為人聆聽，也要求
人遵守和實踐9。人應以整個具體生活來回應，並且在回應時，不忽略現實社會
的實在問題10。

1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60。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1。
3
谷 1:15
4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51；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40。
5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62。
6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63。
7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65。
8
若望保祿二世，《在新世界中傳福音》
，31。
9
瑪 7:24；路 6:46-47；若 14:21, 23-24；雅 1:22
10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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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
雖然，目標當中用上「低下階層」這個字眼，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以階級觀念
去看待他們。事實上，這一字眼所代表的，並不只是物質貧乏的人，而且還包括
那些在主流社會以外，備受忽視、欺壓、歧視和排斥的弱勢社群。
人的尊嚴，生而平等
人是依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11，是天主創造工程的中心和高峰。12由於人是按照
天主肖像而存在，故每個人都有人的尊嚴；他不只是某東西，而是某人。13這份
尊嚴，是與生俱來的、不可分割的、自然的、神聖的，是人從天主獲得的，而不
是由人、由政權、由國家所決定與賦予的，更不能被這些個體所剝奪。
社會公義建基於對人性尊嚴的尊重
當一個社會建基於尊重人的超越性尊嚴時，它才成為公義的社會。人是社會的終
極目標，而社會則是為了人而組織起來的。14故此，社會秩序及其進步時時應以
人們的利益為目標。因為事物應隷屬於人，而人不應隷屬於事物。15身為基督徒，
為尊重人性尊嚴，人人應將其近人視作第二個自我，無一例外，尤其應照料近人
的生命，以及為度相稱生活的所需，萬不可效尤將貧苦的拉匝祿置諸不理的富人。
16

人權是保障人性尊嚴的關鍵
人之基本權利，或稱為人權，源於每一個人均有的尊嚴。雖然在人類歷史中，人
性尊嚴由亞當所犯的第一個罪開始，為罪惡所貶抑，然而主耶穌基督藉著降生、
死亡和復活，恢復人性尊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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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人權最終的根源，不是來自人的意願，不是來自國家，更不是來自公共權力，而
是源自人本身和創造他的天主。如果不採取行動來確保人權在全球各地都得到所
有人的尊重，那麼，宣揚人權便是徒然。18

11

創 1:27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12。
13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108
14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132。
15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26。
16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27。
17
路 4:18
18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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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是整體的權利，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
梵二前後，教會對人權觀念的教導，包括教宗若望廿三世19、梵蒂岡第二屆大公
20

21

22

會議 、教宗保祿六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都充分指出訓導當局所闡釋的人
權觀念。值得一提的是，基本人權並不應是指僅僅足夠一個人存活的權利而已，
而是讓人有尊嚴地生活。而且，維護人權，並非只維護某些個別權利，而是維護
整體各種人權，包括物質權利和精神權利的需要23。此外，教會亦時常指出，人
的權利與義務是密不可分的。只確認某些權利，而又不承認相稱的責任是矛盾的，
無異於摧毀人權。24
愛貧為先，保障人權是基督徒的使命
每一個受了洗的基督徒，都領受了一個使命，就是「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25。
在這個人性尊嚴被貶抑的世代，基督徒有責任履行福傳的使命，以主耶穌基督交
給我們的權柄，作地上的鹽，世界的光26，恢復人性的尊嚴。社會上的低下階層，
或稱為貧窮受壓迫者，很多時不僅是物質上有所欠缺，更伴隨著精神上被壓迫、
尊嚴被貶抑、人性被踐踏。因此，優先關愛窮人（愛貧為先／選擇窮人／與窮人
為伍）是天主的召叫，是一種選擇，是實踐基督徒愛德的首要特殊方式，是效法
基督的生活途徑，整個教會的傳統都為此作證27。

19

若望廿三世，
《和平於世》通諭。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26。
21
保祿六世，
《聯合國大會致辭》(Address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4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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