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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文化

觀：

Br. Bill Firman, FSC

引言

我很高興被邀請對“和平文化”做反
省。自從2009年以來，我在南蘇丹生
活，看起來有些諷刺意味，當時2011
年人民投票選舉獨立的社會，現在它
已經受到暴力，不安全，經濟崩潰和
許多飢餓人口的社會的影響，這個國
家的“快樂觀”下滑。到2013年12月
爆發暴力事件之前，法治秩序似乎正
在學習和平相處。南蘇丹人的民族認
同正在出現，新的繁榮似乎很可能。
南蘇丹資源豐富：預計生活水平會快
速提高。

從那時起，我注意到領導人濫用權力
為了自己，他們的親戚，他們的族裔
群體，以不人道的行為對待他人。 
一位當地作家雅各布·拉古（Jacob 
Lagu）警告說，南蘇丹境內的暴力事
件使得社會各界聲稱：“戰爭是骯髒
的事情。 它不可避免地會使我們大
家都衰落。他說： 

它像我們對抗人類一樣穩定地削
弱了我們的人性。我們都被鎖在
衝突的受害者敘事中。各方全心
全意地認為，他們是不公正的受

 尋找和平
全球衝突局面
全球和平指數（GPI）第十版（2016年）顯
示，2015年世界變得不那麼平靜。事實上，有
81個國家稍微多一些改善，而79個國家不是惡
化。由於惡化的規模大於改善， 全球平均水平
有所下降。 全球和平是一個複雜的形象。 全
球惡化的大多數發生在中東和非洲（MENA），
已經是世界上最不平靜的地區。 目前中東和北
非的暴力和衝突集中在如此激烈，當分開考慮

時，世界其他地區的平均和平水平有所改善。

恐怖主義崛起

雖然衝突中的死亡事件在中東和非洲受到極大
的關注，但這個數字不及全球的六分之一。 事
實上，隨著2016年內戰在哥倫比亞結束，西半
球沒有大的衝突。 但是恐怖主義向許多國家的
蔓延以及諸如斬首的野蠻行徑的興起令人非常
不安。

害者。 各方相信他們的對手是不悔改的侵略者。
什麼使這種事態特別有害的是部落主義。它使我
們將一個人與他們的社區聯繫起來。它銳化了“
他們”和“我們”之間的區別。 這導致我們遭受
集體懲罰的悲慘災難。“

拉古的話可以適用於今天很多國家的情況。 我邀請你
不僅反思南蘇丹，更廣泛地反省我們如何才能發展和
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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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 基督宗教傳統建設和平
有些像克里斯多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這樣的人士，他們認為猶太教和基
督宗教本質上是暴力的，因為他們是從暴力的
文本出發的。 這樣的批評者喜歡引用申命記
第7章，它將上主對迦南人民進行種族滅絕的
命令，以及新約默示錄，其中描述了對上主和
上主的彌賽亞的敵對的災難性暴力。 而且，
至少我們可以猶豫，當我們考慮耶穌的這句話
時：“不要以為我來是帶來和平， 我沒有來
帶來和平，反而是一把刀劍。  “

儘管這些偶然的矛盾和歧義，對於基督徒來
說，忠於聖經需要解讀，借鑒整個文本，特別
是耶穌基督的生命和信息。 耶穌的一個關鍵
的直接聲明就是在瑪竇福音第5章中找到：“
和平的人是有福了，因為他們被稱為天主的兒
女。”

我們從上主應許與我們同在，受到鼓勵。 依
撒意亞（41:10）說：“不要害怕。 我和你在
一起。 ...我是你的天主。 我將加強和幫助
你。“耶穌在瑪竇福音第28章中給門徒的最後
的話是：”記住，我永遠與你在一起“。在若
望福音14章中說，”不要讓你的心困擾， 不
讓他們害怕“。

正義是宗教建設和平的主要目標。 在聖詠
85篇中，我們讀到：“正義與和平必彼此相
親”。除非和解達成一致，否則和平不能被
認為是為那些感到受委屈的人提供正義。

兩千多年來，基督宗教對和平建設基本上有
兩個模式：“和平主義”和“正義戰爭”
。和平主義是早期教父的立場。泰坦利安
(Tertullian)是來自北非的第三世紀的聖
師，他說基督徒應該遵循耶穌的非暴力命
令。他們不應該反對侵略或迫害，不應該在
軍隊或警察中服役。當羅馬帝國成為基督教
國家時，那個想法就不存在了。直到再洗禮
者Anabaptists來到改革之後才恢復過來。 

和平是可能的

和平有時可能看起來太遙遠了，但回想幾個
世紀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幾十年發生的事件：
意大利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獨立和交
戰的國家; 美國發生了內戰，其中黑人奴役
是一個重大問題; 法國血腥的革命使人民反
對貴族; 南非是種族隔離制度的統治者 北
愛爾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和平似乎是
一個不可實現的目標; 德國東西兩德劃分為
柏林牆; 以上所列。 南蘇丹是世界上最新的
國家，受教育程度最低，是最貧窮的保健服
務和最低生活水準。 經歷了多年的衝突與分
裂; 但有希望。 其他國家已經擺脫了糾纏不
清的衝突和民族分歧。 為什麼南蘇丹不能？ 
希望將來自下一代公民，我們必須確保他們
受過更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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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定義我們的回應

和平社會的結構
要了解為什麼有些國家是和平的，而另一些國
家則不是，這是非常複雜的。 許多因素有助於
和平穩定。 穩定的和平來自於相互人權的接受
和承認每個人的基本尊嚴。 取消這些相互關聯
的一個或多個因素，將使社會變得更加脆弱。

在資源分配非常不平等的國家 - 富有的上層階
級和多數貧窮的國家 - 一個不穩定的和平可能
會被拖加一段時間，但持久的和平是不太可能
的。 不穩定指標有：

正義和平認知，和平不是一個簡單的結果。 任何
談判達成的結束戰爭的協議必須得到中長期的支
持。

• 必須支持促進尊重人權。

• 必須通過合理的民主進程來促進參與和解的
團體的公平代表性，得到支持。

• 還必須有經濟地支持和平狀態。 如果沒有
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如果經濟利益與衝突
各方的一些權益不分享，和平就不會生存下
去。 一般來說，人們一般認為它有和平的利
益，因為他們的生活有希望得到改善。

請參閱教宗方濟各的第五十屆世界和平日的消
息，2017年1月1日 - “非暴力：和平政治的風
格”。

門諾派，然後是貴格會議員，重申了他們認
為是耶穌的命令，拒絕參與任何暴力和拒絕
服兵役。 

奧古斯丁(Augustine)和多默阿奎那(Thomas 
Aquinas.)採取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他
們說只有在目標是懲罰侵略和恢復和平的
情況下才允許使用武力。“正義戰爭”模式
仍然是今天羅馬天主教會的做法。 但“正
義戰爭”模式基本上為國家，政府領導人和
民兵領導人提供了指導。 對於正在尋求制
止暴力的基督教領袖，並沒有提供太多的指
導。

這些建設和平的模式都沒有提供指導給激進
基督教和平建設者。在過去二十年中，出現
了一個新的模式。 它被稱為“正義和平”
，或在某些方面，“正義和平”。 它大大
地引用了聖經，特別是耶穌將“改造舉措”
作為我們的基本行動平台。 還借鑒了20世
紀甘地，馬丁路德金等領導人的經驗。 動
員非暴力抵制暴力鎮壓。 它以解放神學思
想作為基本的福音信息 - 主張耶穌基督是
解放者，其基本信息是為窮人和被壓迫者提
供救恩。 此外，它利用國際公認的人權標
準，例如“世界人權宣言”。 

正義和平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堅持與社會
上其他正確觀念的要素進行合作。 明確呼
籲基督教領袖與民間社會合作。 在正常情
況下，正義和平的做法不反對政府，但它必
須保持其先知性和取得政府的宣傳才能忠誠
於其導師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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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敗程度高

• 國家強制的審查制度

• 扼殺批評

• 獨裁政府

• 經濟崩潰

• 剝奪人權

Q1.   宗教如何有效的成為和平代
理人？

生活和平文化

我於2009年來到了一個相對和平穩
定的南蘇丹。 現在，南蘇丹被評為
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國家之一。 Sr. 
Veronica我們聖神會的姐妹，於2016
年5月被槍殺。其他修會士遭受到搶
劫，暴力和暴力威脅。 但在這種困難
的情況下，宗教比在穩定的時期提供
更大幫助。 人們知道我們可以離開，
但是當我們選擇與他們保持聯繫時，
他們會被鼓勵。 耶穌在山園裡對伯
鐸說的話：“你能跟我醒悟一個小時
嗎？”有了新意義。 我們被要求生活
我們的基督信仰。 南蘇丹大都會大主
教Paolino Lukudu Loro寫道：“因為
上主我們的天主在這艱難的時刻與我
們同在，要堅強，有勇氣”。

Sr Veronica SSpS 一身致力於幫助南蘇丹人民。 她寫
道：

最近有人問我為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下住在這裡。 
為什麼 - 因為耶穌繼續前進，當它變得困難時不
放棄。 他接受了痛苦，艱辛，把十字架交到了
最後。 他依舊服從於父的旨意。 他一直和人民
在一起。 他沒有放棄他們。 他甚至準備接受死
亡，因為他愛他們。 作為耶穌的女門徒，我在聖
神的力量中跟隨耶穌的腳步。 我不能離開南蘇丹
人民，因為我愛他們。 他們很高興我們陪伴他
們，與他們一起禱告，共同建設這個年輕脆弱的
國家。 人民需要我們的支持，祈禱和幫助。 在
這個交界處，我要感謝所有以祈禱，犧牲和財物
我們支持的人。 我們被稱為是希望的標誌，特別
是在黑暗時期。 上主永遠不會放棄我們，因為他
是我們的厄瑪努爾＝與我們同在的神。

如果我們認識到它對我們很重要的話，就會在最
困難的環境中生活和平文化。 對我來說，有一
個狡猾的諺語提醒的是：“一艘船在港口是安全
的，但這不是船之所以為船。”

中國有句諺語說：

“如果靈魂有光，那人就會有美。
如果這個人有美麗的話，房子裡就會有和諧。
如果家裡有和諧的話，國家就會有秩序
如果國家有秩序，世界就會有和平。“

Q2. 我們如何創造和生活和平文化？

翻譯者： 台灣省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