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教会信仰到澳门环境现况

——对生态及环境保护的一些反思

叶家祺  陈玉叶*

一、前言

自工业革命开始，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人们对生活各方面的基

本需求也不断增加。虽然现代文明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

及好处，但我们却渐渐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了破坏，导致全

球众多的环境问题的出现，衍生出诸如气候变暖、沙漠化的加剧、

臭氧层的破坏、酸雨和空气污染、海洋污染和被过度开发、生物多

样性遭到破坏、森林面积锐减、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排放、淡

水资源的短缺等。这些问题除了影响自然生态的平衡、亦会阻碍人

们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耗竭，加上各种环境问题的出现，

逐渐地引起各国的关注。正如此次研讨会主旨中也提到，现行的发

展战略和规划远远未能考虑到人的生命中那些根本的精神与社会

层面，而它们对人类的福祉关系重大。a生态问题已经是每一个民

* 叶家祺，澳门高等校际学院宗教研究学硕士研究生，“归源社会研究学会”研究
员；陈玉叶，澳门大学数学理学硕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博士研究生，“归源社
会研究学会”研究员。

a 全球繁荣研究所：《科学、宗教与发展——若干初步思考》，澳门：新纪元国际出
版社2009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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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政府、宗教团体及个人须刻不容缓去面对的问题。而最近公

布的一份全球调查亦发现，民众希望政府为处理气候变化做得更

多，表明世界各地的市民确实知道气候变化会对世界造成重要的影

响。a

本文尝试宏观上从天主教宗教理念、主张以及澳门本地的一些

实践过程，探讨它们对自然界及生态问题的关注。因此，本文主要

就三个部分展开讨论，包括《圣经》对生态的态度，教会对生态的

态度和澳门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简介。

二、《圣经》对生态的态度

首先，从教会信仰出发，《圣经·创世纪》开宗名义地道出人

类与生态之间的关系：

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叫

他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在地上爬行

的各种爬虫。”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

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

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

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b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与地球环境之间的一个“治理，管理”

的关系。方济各会士比恩韦尼多（Bienvenido Q. Baisas）在神学角

度上详细剖析了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c他指出，这一段经文运用

的词汇“治理”及“管理”，字面上均表达一种阶级的观念。这种

a 世界民意研究合作计划，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关于各地人民对处理气候变化
之意见》， http://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685.html。

b 参见《创世记》1:26-28。
c Bienvenido Q. Baisas, OFM, “The Bible and Ecology: A reviewed Re-reading of the 

Priestly Creation Story with a Special Consideration of the Hebrew Verbs rdh and kbš in 
Gen 1, 26-28”，Proceedings of the CBAP 8th Annual Convention, July20-22, 2007。



·254· 共建和谐社会——科学、宗教与发展的关系

观念正反映出人类作为环境，甚至是世界支配者的角色。事实上，

教会也常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证明人类在世界上被神赋予一种特殊的

地位。

可是，单纯于字面上的了解往往会引致误解。《圣经》学者孟

廉先生于另外一个研讨会中则尝试为上文的神学理念作文意上的理

解。a他指出，要理解《圣经》对生态的观点，除了直接从节录段

中分析，我们可从《创世记》的第一个故事中得到启示。

以孟先生的观念出发，第一，《圣经》的内容特别说明人是以

天主肖像创造出来。换句话说，人类跟天主之间有着一种独特的关

系。这种关系不是单单局限于外观上的相似，而是奉天主之命在地

上好好执行管理职责的代理者。第二，由于《旧约圣经》以希伯来

文成书，语意上为了表达人类作为管理者的威仪，文字上会选择使

用能代表皇权的词汇。古代埃及人和亚述人就有描述皇帝是天主的

肖像、天之子的传统。b第三，管理其他动物并不是等同拥有权利

去杀害或把它们当为自己的食粮。而且，人类是天主最后创造出来

的，人类应借此以警惕不要过分高举自己，甚至超越对其他创造物

的利用关系。c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圣经》上继续从其他篇章解释，在神学

上基督宗教如何看待生态环境。d但总的来说，天主教信仰所带出

重要的意义是，人人皆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无分高低。人类是身在

a Arnold Monera, “The Integrity of All Creation: Christian Perspective”, Conference 
Proceeding about Enriching Perspectives from the Sacred texts on the Issues of Justice, 
Peace and Integrity of all Creation, January 24-25, 2008。        

b Arnold Monera, “The Integrity of All Creation: Christian Perspective”, Conference 
Proceeding about Enriching Perspectives from the Sacred texts on the Issues of Justice, 
Peace and Integrity of all Creation, January 24-25, 2008, p.4。

c “The very fact that humans were created last should be a constant reminder to them not to 
exalt themselves beyond measure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见Arnold Monera，第6页。

d 《圣经》第二章记载亚当受命“看守”，而并非“管理”伊甸园，神学上这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概念。参见《创世记》2:5-17，亦见Arnold Monera，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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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份子，管理与保护，权力与责任犹如钱币的两面，大自然

的生死存亡绝对与我们息息相关。

三、教会对生态的态度

教理及信仰是天主教会对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除了理解信

仰，了解教廷的意向也能反映教宗及教会对当代事务的应对态度。

以下将简介一些宗座通谕及会议文献内容，以期观察教会历年来对

生态及环境的态度。

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称梵二）后，教会对信仰的反

思，实践及世界的发展状况进行史无前例的研究与改革。可是，梵

二的文献中针对环境及生态的内容，只能说是轻描淡写而已。回顾

于1965年所颁布的会议文件《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在

教会尝试回应“人类的活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a这个问题

上，她以人类为世界管理者的角度去说明人类所肩负的责任：“按

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曾接受了征服大地及其所有的一切，并以正

义及圣德治理一切”b。然后她辅以教理敦促教徒们说：“万物受

自天主，应视为天主的手工而予以尊重。人感激慈善的天主并以神

贫精神使用万物，才真的成为世界的主人。这样的人似乎一无所

有，却占有一切”c。文献其后着墨分析其他的社会事务，诸如婚

姻、文化进展、经济、政治及世界和平等等“若干比较迫切的问

题”。整体上对环境及生态方面的考虑显然放在次要的考虑状态。

两年后，保禄六世在1967年的宗座通谕《民族发展》中，教宗

进一步展示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包括饥饿、穷困、

疾病等等的担忧。他承认国家工业化“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必

a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33节。
b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34节。
c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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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是发展的标记，同时也是发展的指数”a，又重申“大地为众

人使用”b，世界为人类所用的这个思想。然而，这次通谕中教会

仍未就生态问题做出具体的响应。

直接地说，教宗真正对环境问题做出正式的响应，要追溯到

1979年若望保禄二世于刚上任后所发出的通谕《人类救主》。文献

中，教宗以“害怕”来评论当今世界因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不平

衡所发生的情况，担心过分的工业化及发展反而为我们带来不安。

教宗反思“为什么从起初给人统治大地的权力，却转而成了反对人

的力量”c：

我们似乎不断地发现，对大地和我们生活的星球的开发，

需要合理和正当的计划。同时，不仅是工业化的开发大地，那

为了军事目标和没有控制的超越真正长远人性计划范围以外的

科技发展的开发，常带给人和自然环境一种威胁，剥削人与大

自然的关系，并且使人脱离大自然。人似乎在他自然的环境中

看不出别的意义，只看到那用于直接用途和消费的一面。可

是，造物主的意愿是要人以聪敏而高洁的“主人”及“保护

人”身份与大自然交往，而不是像一个轻率的“开垦者”和

“毁坏者”。d

与前文提及过的文献相比，教会特别指出我们应恪守正确的发

展方向。诚然，“因科技的优越而显示的技艺和当代文化的发展，

要求适当的道德和伦理的发展……人不能放弃他自己，或属于他的

在可见世界的地位；他不能成为事物的奴隶、经济制度的奴隶、生

产的奴隶、他自己的产品的奴隶”e。由此可见，教会训导提供的

a 《民族发展》通谕，第25节。  
b 《民族发展》通谕，第22节。
c 《人类救主》通谕，第15节。
d 《人类救主》通谕，第15节。
e 《人类救主》通谕，第15-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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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是以人的道德力量作为平衡技术发展的重要元素。这也

是与其他当代宗教，众多国家及地方组织的思维同出一辙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罗马教会的通谕《论社会事务关怀》延续了

《民族发展》关于经济、失业、财富分配、恐怖主义等的社会事务

议题，并对“发展”的概念重新定位。而在环境保护的态度上则继

承自《人类救主》，并揉合20世纪的思潮，以“生态关怀”来作切

入点。文献指出，人类应该珍惜资源，尊重大自然的完整，“而不

是鼓吹发展的理想而伤害大自然”a。因为“发展的真正观念是不

能忽视对自然界元素的使用，资源的再生能力和任意工业化的后

果”b。它的论调基本上与先前的通谕一样，方向上都是期望人们

能摆脱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诱惑，避免成为物质的奴隶。在追逐自由

的维度上，理智是成败的关键：“人类只当他们在完全的权利和义

务上有完全的自主权时，才是完全自由的”c。束缚与自由，二者

是唇亡齿寒的。若我们只懂不断开发而不去好好珍惜大自然，受苦

的最终也是我们。

可是，20世纪90年代的宗座文献d却没有承袭对环境保护的关

怀。生态学学者与观察员都对教宗的言论非常失望。另一方面，教

会历经数十年不断地参与不同类型的社会事务讨论，梵帝冈于2004

年出版了《教会社会训导汇编》，尝试有系统地综合并详细说明天

主教会社会训导的基础。当中第十章题为“保护环境”e，内容涉

及反思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及应负之责。这是迄今为止教会关于生态

保护的其中一份重要且完整的文献依据。

最近，教宗本笃十六世公布最新的社会通谕《在真理中的爱

a 《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第26节。
b 《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第34节。
c 《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第46节。
d 宗座在教会比较重要的《百年通谕》及《生命的福音》两份圣座通谕中，都通篇做

出积极响应及关注。参见Arnold Monera，第12页。 
e  宗座正义和平委员会：《教会社会训导汇编》，2004，第451-4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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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内容也一如既往谈及当代的社会事务，包括最近的经济危

机，全球化问题等。a而文献没有响应关于生态环境的问题。虽然

如此，教宗于1990年世界和平日的发言稿第四章末段特别关注地球

的能源问题，希望“那些在技术上领先的社团能够而且必须降低对

于能源的消耗，同时必须推动对于替代能源的研究。”b通谕中也

有其他段落分析人与环境之间的责任，相信往后将会有更多学者作

微观上的研究。

总之，上述教会的训导中虽有忽视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

但当中的论点及取向，主要都是着眼于人类在灵性、道德和伦理上

的发展。另外，道德责任也不只局限于人与神之间的契约，而应是

更进一步与大自然所有的创造物建立一种互相尊重的关系。这也是

基于本质上教会的训导以天主教信仰为根源的缘故。

四、澳门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简介

澳门政府对生态保育的主要工作包括以制定环境保护法规，进

行环境数据分析及推动环保教育为主。在法例方面，澳葡政府早在

1991年就颁布了《环境纲要法》c，这也是澳门现行的环境保护法

例。它的内容基本上是对“自然环境”、“人类环境”等方面以原

则性的方式进行规范，至于指针性和数据性的准则就分别以其他法

令作进一步约束。另外，回归前环境委员会也进行了一次比较详尽

的评估并提交了一份题为《澳门环境状况评估及策略性建议》的议

a 见澳门教会新闻（晨曦）：《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真理中的爱德>社会通谕——提
供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新见》，2009年第29期。

b 《在真理中的爱德》通谕，第49节。中文译文参见《天主教真理电台》，http:// 
www.tianzhu.org/tw/tz_specialarea.php?sp_id=7&art_id=338&page=1  

c 法例细则见澳门特别行政区印务局《3月11日第2/91/M号法律》，http://www. 
imprensa.macau.gov.mo/bo/i/91/10/lei02_c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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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及扩充内容a给澳葡政府，目的是建议政府应该落实什么工作

来加强和提高澳门环境保护的具体作为，并为日后环保政策的发展

策略，包括空气、废弃物、水、保护区等的规管定下立法方针。当

中提议建立环境信息系统，以利于行政当局监控，发展并跟进环境

管理政策。b随后，环境委员会于1998年成立，延续澳门对环境保

护的监察工作，每年定期更新数据，出版《澳门环境状况报告》。

不过，由于环境委员会的职权只是咨询，对政府只能在政策上提供

意见，并不能进行实质的执法工作。有鉴于此，澳门特区政府在

2009年6月30日设立环境保护局，以取代环境委员会，并赋予清晰

的权责，加强研究环保立法措施及协助制定环境政策。目前首要展

开环保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求加强环保和守法意识，从公民教育及

个人品德的培养入手。c

过去数年，我们可见澳葡政府以至特区政府方面投入了大量人

力物力在环保工作上，可惜效果仍不尽人意，澳门市民在环保意识

上偏于薄弱。而且，环保的作为往往受到经济急速发展所需而被牺

牲，凡此种种使本地区的环保工作及效益无甚进展。例如在分类回

收上，本来很多市民会把可回收的物质放到分类回收筒中，可惜据

业内人士透露，这些本可回收的宝贵资源最后大部分都如一般垃圾

地被处理，令这个原本很有意义的工作变得失色。政府如何持续提

高全体市民的环保意识，把环保的行为贯彻于日常生活中，以及怎

样制订符合本地区最大利益的环保政策，修订目前已感落后和不足

的环境法规并予以落实执行，更是政府需要拿出决心和魄力去解决

的重要课题。

a 澳门政府社会事务暨预算政务司办公室：《为加强对澳门的环境管理而制定的环境
法例及补充措施》，1999年6月。

b 澳门政府社会事务暨预算政务司办公室：《为加强对澳门的环境管理而制定的环境
法例及补充措施》，1999年6月，第173页。 

c  见《环保局首要开展宣教工作》，《澳门日报》，2009-6-13，B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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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从天主教角度看环境保护，她阐明人应担负治理和管理万物的

责任。若治理与管理不得完善，那就是人的失职，未能完成天主给

人的使命。这里虽表示人可以使用各种万物，但是，可以使用并不

代表可以滥用及破坏天主给予的万物，而应是善用和保护大自然的

一切。美中不足的是，教会过往的社会训导往往偏重于其他议题，

如婚姻、贫穷、和平。期望教会更多为当代的生态问题做出检讨及

反思，并寻找更多的机会与其他团体合作，主动去响应世界，共同

合作努力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令人鼓舞的是，澳门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日渐提

升，环保部门由原来的委员会升格为局级行政单位，并逐渐增加资

源协助本土环境的保护及发展。而澳门环保法例的精神，是市民有

权享受符合人类生活和生态平衡的环境的基本要求，并应适当利用

自然资源。这种思想是与教会训导的理念不谋而合的。澳门政府将

对环保法例进行修改，希望可以完善其不足之处。教会亦可趁此机

会多做灵性上的帮助，在宣扬基督救恩的同时亦可促进信徒及社会

参与地区建设，从而加强澳门市民的环保意识，相得益彰。

如今，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

各团体、政府、民族和宗教持之以恒的合作及沟通，没有人能被排

除在外。现在也许是我们拿出诚意与各宗教及组织对话以寻求解决

方法的时候。最后，笔者想借郑生来神父的一句话结束这一次的讨

论：“全球资源是世界上所有人共同拥有，应一起分享、尊重和保

护它。”a

a 香港公教报：《绿识传人环保弥撒迎接联合国气候会议》，2009年8月16日，第341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