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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宣言

救世軍相信神本意是所有人都能夠在其所有關
係中經驗公義、可持續、使生命豐盛的和平。
暴力衝突的因由通常都是複雜而多方面的。救
世軍並不贊同有些人指暴力是宗教信仰固有
的。耶穌宣講的就是和平的福音。耶穌明瞭世
界常有混亂、紛爭，但祂曾宣告，在紛亂的世
界中使人和睦的人會得着神賜福。

救世軍明白在戰爭與和平、維持社會秩序當中
的道德複雜性，亦明白政府和個人面臨抉擇時
的困難。救世軍致力締造和平，鼓勵其能夠影

響的每個人，尤其是救世軍人，祈求並竭力追
求和平，裝備自己，提升締造和平的能力。即
使身負軍事或維持治安的責任，也能以帶來和
平和公義為目標。
 
救世軍認為追求和維持和平，肯定需要各方共
同努力，它將會繼續堅持提倡社會公義，鼓
勵在家庭、教會和社會中建立與和平公義密不
可分的文化。救世軍支持全球對帶來和平的付
出，並且會與其他有同一心志的人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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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暴力常在個人、機構、社會、國家和國際間各
層面出現，充斥着整個世界。暴力常與宗教有
關，但救世軍反對有些人指暴力是宗教信仰固
有的，並認為暴力衝突的因由通常都是複雜而
多方面的。當弱勢社羣不受尊重、未受傾聽；
當考慮「大眾利益」時忽略了他們；當他們得
不到公義，受冤屈而得不到道歉，便可能會引
致衝突，破壞和平。

歷史上，基督教思想就暴力與戰爭問題提供眾
多回應，包括正義戰爭理論、和平主義理論
等，當中很多是重要而且值得持續研究的。各
基督教理論雖有所不同，卻一致地認同和平公
義的首要性。和平主義者和相信有時發動戰爭
是有足夠理據的人，可支持「本着正義締造和
平（Just peacemaking）的做法」，教會和其
他沒有政府決策權的團體也可推動相關行動。

本着正義締造和平的基本前提是：人自己、其
家庭及社區受公平公正對待，是預防暴力衝突
的主要方法。當出現衝突，基於真理及公義的
復和（包括寬恕人或得寬恕）是維持和平的要
素之一。

締造和平並不是烏托邦。締造和平的方法有實
證支持，其倡導者也承諾於有需要而有足夠理

據時加以改進。着眼點是方法是否有效，而不
是理論是否完美。常存盼望和勇氣，體現恩慈
的羣體能使這些方法更有效用。

以下為十個有實證支持，能本着正義締造和平
的方法1：
1.  支持非暴力直接行動。
2.  採取獨立的方法減少威脅。
3.  合作解決衝突。
4.  承認自己需為衝突和不公義負責，並且悔

改和尋求寬恕。
5.  爭取更大程度的民主、人權和宗教自由。
6.  促進公正及可持續經濟發展。
7.  與國際系統中的新興合作力量聯手。
8.  加強聯合國及國際間的合作，共同為爭取

人權努力。
9.  減少攻擊性武器及武器交易。
10.  鼓勵基層的締造和平組織和志願團體。

歷史上，救世軍一直善用其長處，包括在國際
組織的公信力，對戰爭和其他形式暴力的源頭
和後果有豐富知識，並且珍重人的靈性層面，
帶領並參與締造和平。它又一直專注以行動和
倡導，為牽涉到衝突或受衝突影響的人尋求其
他有利無害的辦法。

1. 西斯爾思韋、史塔生（Thistlethwaite & Stassen)，2008： 
http://www.usip.org/fiies/resources/sr2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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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立場理據

1.  按聖經教導，和平從神創造之初已有，而
神會建立和平的國度，成為歷史的終局。
在聖經有關創世的故事中，暴力是罪進入
人類歷史的一個記號。

2.  神的旨意是人愛鄰舍，甚至敵人。

3.  所有人，包括基督徒皆傾向有異議、爭
論、不滿。當有人犯錯，應該認錯、悔
改、道歉、尋求原諒。即使錯不在己，聖
經也教導人主動復和，接觸那些感到受冒
犯的人。

4.  聖經中有關神下令開戰、准許甚或發動戰
爭的記述不容忽視，然而，詮釋這些描述
時需要極為謹慎，尤其應以耶穌的性情和
教導為根據。

5.  和平之子耶穌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祂又
鼓勵祂的跟隨者「轉過右臉來」。祂說這
話，是深深明白締造和平可能要付出甚麼
代價。

6.  使徒保羅說基督的使命是要打破戰爭的高
牆，使人與人、人與神復和。正因如此，
保羅吩咐基督徒盡其所能與其他人和睦相
處。 

7.  聖經多處吩咐人抵制及譴責不公義和邪惡
的組織。

8.  神賦予政府保障公義的權力。抵制惡者，
維護管轄範圍內的安全是政府保障公義的
一大要素。政府可能需要準備使用武力，
然而更大的目標是消除其轄區的暴力，使
人民興盛。



締造和平    救世軍國際總部立場宣言 5

實際回應

1.  救世軍致力於締造和平，基本上就是要學
習如何以智慧和技巧參與相關活動。救世
軍認同上面背景部分所列「本着正義締造
和平」的做法。

2.  救世軍會裝備其成員尋求和平，並在個
人、社區、國家、國際層面上積極參與追
求和平及公義。

3.  救世軍會鼓勵組織內締造和平小組。

4.  救世軍宣揚多反思，例如使用信仰引導法
則，鼓勵在解決棘手問題上有更深入的對
話和反思。

5.  救世軍會繼續努力不懈，提倡社會公義。

6.  救世軍視國際發展為締造全球和平的有效
方法。救世軍會倡導善用發展計劃基金，
用於有助避免衝突及宣揚締造和平的計劃
上。

7.  救世軍尋求在其所有社區工作中敏察衝
突，鼓勵在容易發生衝突的地方推行新計
劃時先進行詳細衝突分析。

8.  救世軍支持國際間的努力，消除濫殺無辜
及造成大規模破壞武器，減少國際軍火交
易，加強人權及以非暴力手段化解衝突。

9.  救世軍呼籲政府在國防、維持治安和國際
關係方面以締造和平為目標。

10.  救世軍支持必須服役或自願從軍的救世軍
軍人。

11.  救世軍支持出於良心而拒絕服役的權利。

12.  救世軍支持對武裝部隊的牧養關懷。

13.  救世軍為受戰爭影響的人提供人道及靈性
層面的服務。

14.  救世軍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逼害。

15.  為鼓勵締造和平，救世軍支持大公教會內
及跨宗教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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