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 培育整全心性‧共建健康家庭 

現代社會的公共哲學現代社會的公共哲學現代社會的公共哲學現代社會的公共哲學────────香港性文化學會的獻議香港性文化學會的獻議香港性文化學會的獻議香港性文化學會的獻議    

為何我們要關心公共哲學的課題為何我們要關心公共哲學的課題為何我們要關心公共哲學的課題為何我們要關心公共哲學的課題？？？？────────選舉前的反思選舉前的反思選舉前的反思選舉前的反思    以下是一份有關《現代社會的公共哲學》的獻議書，為何香港性文化學會要草擬這份八千多字的文件呢？這好像和我們的關注無關，但事實相反，性文化議題的爭辯其實與政治息息相關，例如娼妓合法化和性傾向歧視法都是政治問題，無論我們要提出支持或反對的立場，雙方要處理和詮釋的往往都是人權、自由、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區分等問題。提倡性開放的人往往挾著個人化和反道德化的自由主義的國際潮流，指摘反對他們的性節制派在撥回時鐘、在打壓別人的人權和自由等等。因此，要正確判斷那一方的論據較佳，就難以避開公共哲學的課題。 我們學會有基督教背景，我們提倡性節制，反對性放縱，這都是眾所周知的。因此，一些人把我們標籤為不懂或不尊重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精神的「道德／宗教塔利班」，我們對這些指控不敢苟同。我們雖然基本上支持民主、人權和自由，但卻認為人權自由的濫用、道德標準低落和家庭的解體，也是每一個人需要關注的。在以下文件裡， 
� 我們會在民主化，政改、人權和自由等課題上，避免極端，而提出一個平衡的立場。 
� 我們會指出維護道德和家庭價值本就與民主和人權並行不悖，甚或相輔相成。 九月七日的立法會選舉在即，我們希望激發更多的討論和關注，我們也鼓勵各位市民（特別是基督徒）用以上理念面對香港的民主發展和選舉。特別是教會應對關社有更多的關注和反思，並探討應有的方向，鼓勵信徒積極參與選舉、民主化的討論、甚或從政。我們香港性文化學會只是一群軟弱和微少的基督徒，也並非專業的政治學者或參與者。然而我們際此歷史之轉折、時代之渡口，作為上主之兒女，還是感到要勉力承擔時代守望者的責任。我們希望透過對民主、自由、人權和家庭價值的基本信念作出思考，並與眾主內同道分享，好彼此砥礪，共同探索我們處境中應有的基督教的公共哲學。 最後，我們尊重有不同意見的市民和基督徒，政治始終是有爭議性的課題，我們主要是用和平的方法分享己見。然而我們亦希望有不同關社重點的基督徒求同存異，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可以合作，而在分歧的問題上則以理性、和平及民主遊戲規則去解決。 不同的團體若對這份文件有興趣，請與我們聯絡。若有甚麼批評和指正，我們也樂於聆聽。  香港性文化學會 2008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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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處境處境處境    

� 公共哲學指管治公共領域和社會的基本指導原則，和人權、道德、穩定等。香港正走向民主化，政改等問題和民主、人權和自由等理念，是我們難以迥避的課題。在這問題上不同人各走極端，有些人對民主人權漠不關心，另一些則把民主人權當作他們的「上帝」。 
� 持這兩種方向的人是一定對立的呢？一方面，我們肯定民主、人權和自由等理念；另一方面，我們認為也要對這些理念作出反思，因為人權自由的濫用也會為社會帶來危機。總而言之，我們要致力達到自由、道德和社群的平衡，所以要尋索應走的第三條路，這包括平衡人權觀、多層次的自由主義、公道社群主義、文化／倫理生態與公義的並重等等。 
    

方法論方法論方法論方法論    

� 在探索這複雜課題時，我們主要參考三方面的資源：一，基督教信仰，二，中國文化，三，當代政治哲學。總結而言，我們建構的是一種基督教本位的公共哲學，但亦是可以與中國文化和當代政治哲學對話甚或整合的，也是針對我們處境的，所以我們認為它並不狹窄，對他人亦是一定的參考價值。 
� 因著我們的背景，我們特別會參考基督教信仰和價值觀，這不代表我們的立場一定是偏頗或不合法，因為面對公共議題時，任何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權在多元社會裡持守自己的價值取向。 
� 然而我們也是中國人，並且相信中國文化蘊涵重大的精神資源，在現代社會仍然是有適切性的(雖然也有需要改良和反思的地方），也認為我們所提倡的公共哲學，特別與儒家的優良傳統是可共通的。 
� 我們也有參考當代政治哲學的討論，特別是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複雜辯論，我們認為這場爭辯指向一種社群自由主義或公道社群主義，亦是與我們所提倡的公共哲學基本上吻合的。 
� 我們認為每一種公共哲學都是有限的，都需要考慮處境的經驗和因素的，所以我們在建構公共哲學時，也有針對我們中國人社會的現代處境和歷史經驗（如台灣的民主化歷程）。  
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民主政制    

� 香港性文化學會一向支持建立一重視道德倫理、維護家庭價值、捍衛人性尊嚴的公義、憐憫、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良好社會，在這整全視野的大前提下，我們支持按基本法規定，盡快在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i  
� 從基督信仰看，我們同樣重視香港的民主發展，認為民主制度能較好實現聖經中有關公義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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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尊嚴的價值。但我們同時強調健全的民主運動不能只強調自由及人權和停留於個人主義，而忽略了社群、道德及家庭等價值，更不應濫用人權的觀念，去否定道德及婚姻的價值等。總而言之，維護道德倫理、家庭價值與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是並行不悖的訴求。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的根基，除保障個人的自由外，實有賴於維持行之有效的家庭制度及道德倫理，方可令一自由民主的社會可持續發展。（這些論點後面會進一步發揮。） 
� 香港的基督教社群在原則上支持直選和民主政制是有先例的：例如基督教人士曾多次公開表態支持八八直選。1987 年 8月 27 日，33 名基督教聖職人員和教會領袖在《明報》以廣告形式發表聲明「基督徒對政制檢討的呼聲」：「一、我們認定，天地之間之公義和理性，乃上帝賦予並確立其絕對價值，為人之所以為人之根本，因此任何政制，當以公義為目的，以理性之思辯、討論為途徑，以建立和諧之社會。二、我們深信，眾生在上帝面前均有平等之尊嚴與權利；因此任何政制須顧及廣大市民之權利並保障他們的尊嚴，而不應只顧少數精英之權益。」ii 
� 我們對民主理念的看法大致如下： 1. 聖經並沒有無條件肯定民主政制（或其他政制），也沒有要求社會必須按某一種政治制度運作。正如其他人類價值一樣，民主並非不可置疑，恒常地，它要在聖經和神學的亮光下被審視，和在經驗和實踐的天平上受考驗。 2. 相對於其他政治制度，我們相信民主較符合聖經對人具罪性和罪行、人具管治大地之責任及人具社群性之了解；民主制度亦較能避免極權社會和政權交替往往帶來的暴力衝突，因此較符合基督教對個體尊嚴和社群和諧之肯定。因此，我們肯定民主制度是至今相對最可取的。 3. 民主並非一套自足的體系，從民主歷史發展的角度檢視之，它需要配合某些價值和生活體系如健康之家庭制度、較成熟之公民意識、真正多元之公民社會、具道德意識之公民社群、具愛心守望的互助社群等，才能發展出比較健康之社會。 4. 民主並非抽空於人類歷史以外的抽象命題，它本身受著社群文化之制約，故此，西方式的民主經驗實在彌足珍貴，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也在不斷自我批判和調整中，故此我們毋需囫圇吞棗，照搬西方民主的一切。我們固然不可貿然以「東方價值」為借口盲目抗拒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但也需要在自己的處境下，結合東西方智慧，建設適合華人社會的民主制度和社會。 
� 在現今處境中，我們認為一些民主運動支持者固然可以繼續爭取盡快實現雙普選，這可表達一些香港市民的意願和給政府持續的壓力不要在二零一二或一七虛應故事，但現在也是進一步思想如何建設美好的民主社會的時機。制度的改變以及民主形式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但要配合成熟的公民社會，這制度才能完善地運作。在這過程中，需要培育一代又一代有責任感、願意委身、對社會有認同感、及共同價值觀的公民。因此，我們並不同意所謂價值中立才是民主的精義。 
� 再者，部分人士企圖把民主運動與極端個人自由主義思想捆綁在一起，我們不能贊同。他們追求個人自由與權利的無限擴大，認為所有道德倫理都是相對，家庭及道德價值都是壓制個人自由的工具，並倡導賭波及娼妓合法化，以及同性婚姻等議程。有些訴求已經成功，而社會亦已承受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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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認為上述訴求長遠只會製造更多嚴重家庭問題，並引致社會道德低落，實非建立並維持良好的自由民主社會的良策。 
� 如果我們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過程之中，將道德價值與家庭價值排除在外，長遠只會導致社會的解體及自由民主社會的失落。簡而言之，香港民主運動不應淪為形式主義、反道德主義或個人主義。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 傳統自由主義式的自由觀，不管從學理或實踐經驗來看，皆巳備受挑戰並千瘡百孔。就以對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維護和對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 的攻擊而言，自由主義者往往訴諸相對主義，但這只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另類絕對主義：一方面要把所有價值相對化，但又把消極自由作為一種絕對的政治價值來捍衛！ 
� 我們同時看重人之外在和內在自由，前者大意是指不受外在限制（如武力、脅逼或法律）之自由(freedom from)，而後者則指自我能不受扭曲的價值觀（如色情暴力文化）或內在慾望（如賭博）宰制，進而自主地實現美善價值(freedom for)。 
� 我們不能隨意以心靈自由或社群價值去取締人之外在自由，因為一個有基本自由的人才能保存有尊嚴的人格。因此，一些基本的人權理念是有必要的，這特別是用來提防掌握權力的政府會濫用權力、無理剝奪市民的自由。有罪性的人易被權力腐化，這既符合常識和政治經驗，也符合基督教對人性的洞見。 
� 然而我們不認同「不受制約的外在自由的最大化」是民主社會的主要目標，因為個人和社群同具罪性，亦有濫用自由的傾向。因此，外在自由需受內在自由之制約，不然自由只會成為放縱，對個人或社群都沒有好處。 
� 我們肯定個體與社群的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和互相成全(mutual fulfillment) ，如《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九條所言：「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發展。」個體不能脫離社群（如家庭的照顧）而生存，但壓制個體的社會亦非真正人格化的社群(personal community) ，而只是非人格化的集體(impersonal collective) 。社群存在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把個體培育為自主和成熟的人格(autonomous & mature personality) ，但一個成熟的人格的標誌就是能建立健全的社群關係，並獻身於社群的發展。 
� 因此，我們反對個人主義式或獨我式的自由觀：個體與群體同等重要；個體自由需連於群體規範去解讀，前者亦需後者的支持；獨我式的自由最終會瓦解公民社會，並危害民主社會。總結而言，我們相信對自由的詮釋和實踐，當代的自由或公道社群主義結合上基督教的人格主義(Christian personalism) 和儒家人文傳統，是比個人化和去道德化的自由主義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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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人權人權人權    

� 我們深信，人乃上主按其形像樣式被造，故此每個人皆有不能褫奪的尊嚴，此為人權的基礎。因此，我們支持基本人權的理念，反對一切傷害人尊嚴和權利之舉措，如戰爭、剝削、強暴和歧視(不合理的不合理的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分歧待遇）。 
� 由於各種人權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因此我們提倡平衡人權的理念，事實上這理念已包含在《世界人權宣言》的第 29條。iii人權的平衡意味著，考慮任何權利的要求時： 1. 要與對社群的責任平衡 2. 要與其他人（或其他種類）的自由和人權平衡 3. 要與合理的道德要求平衡 4. 要與公眾秩序和社會的整體利益平衡 
� 我們反對一切因著私利而打壓別人人權的企圖，也同樣反對所有濫用人權以圖私利之舉措，兩者皆為對人權的不尊重。 
� 談人權時切忌盲目追隨「政治正確」之風，我們觀察到一些人在宗教和文化議題上經常高舉反對西方霸權的大旗，然而卻對當代當代當代當代西方人權運動的時尚趨之若鶩，iv不單不加批判，更以之為「進步」、「先進文明」的當然標準，然後把不符其人權理念者標籤為落伍的野蠻人，這種做法既不先進，也不文明，對建立審議式民主社會也沒有幫助。簡而言之，「政治正確」的「人權」必須以「知識正確」為基礎，也不能直接繞過社群與道德的要求。 
� 人權不能簡化為「我喜歡」，這樣只會帶來人權的「主觀化」和「非道德化」。提倡人權者也有責任釐清人權的內涵，把自己的喜好都冠以「人權」之名只是不負責任和反智的做法，亦有違常識經驗。 
� 法律並非表達人權之唯一方法，有些時候，教育比法律來得更有效果和戰略意義。我們認為「基本人權」才是法律所欲保障的範圍，把所有與「人權」有關的社會理想（如反歧視）都以懲罰式的法律去強制，並不一定是合宜的辦法，因為這些法例很容易影響其他人權（特別在一些爭議性的課題上），例如干犯良心自由、言論自由。我們要提防一些社會運動挾著人權之名，實質上是要打壓或嚴重限制別人反對的自由，甚或反對者可能以言入罪或被剝奪工作權，這些做法是人權理念的顛倒和人權運動的異化。 
� 我們深切關注一些備受忽略的人權，如家庭的權利，《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明言：「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另參《公民權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三條，《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十九條。）此外，還有家長對子女教育的「話事權」，參《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條，和《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三條，v事實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十五條說：「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得受尊重。」這些條文的要求被一般人權活躍分子忽略，這種偏頗反映背後的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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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道德社會道德社會道德社會道德    

� 有些人認為現代自由社會中道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度，這種二分法是不正確的。首先，自由民主人權自身就是一套道德和價值觀，制度的確立也是建基於穩固的價值共識。 
� 在民主社會中，我們固然不能全面地把道德理想以法律強加於市民，但脫離了道德理想的指引和支持，民主社會有流於空洞甚或腐敗的危機，而且也難以穩定和達成美善和諧社會。 
� 過往八年，台灣全面民主化後種種亂象（如族群對立引起的社會不安）可作為我們的鑑誡（但這不是去否定民主制度）。在台灣仍為威權政治的年代，台灣大學的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教授已發出忠告：「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推展自由民主，均必需極力進行民主的基礎建設，包括法治的確立，公民文化和公民道德的培育，以及公民社會的養成。」vi 
� 設想我們已建立了民主政制和對基本人權的保障，這真的就代表人民都能過有意義和尊嚴的人生嗎？不一定，這樣的社會中人與人可以很疏離，大家不傷害對方但老死不相往交，所有人都有很多自由，也沒有明顯的不公義，這種原子主義式社會並非理想社會，因為裡面缺乏愛和深刻的人際關係。所以，自由社會需要超越形式主義。 
� 此外，非道德化的自由很自然會衍生漠視和顛覆社會規範的行為，在商業掛帥的邏輯驅使下，這些行為會演變成一種劣質文化（如現今的色情暴力文化）。這並非純粹私人選擇的問題，因主導性的劣質文化會邊緣化一切想持守優良價值和文化的人，使他們難以生存，也難以把他們的價值觀傳遞下一代。更嚴重的是，這些文化會滲透於一些維持民主社會的公民社會機制中，如學校、家庭，這樣就對社群帶來長遠的破壞。  
家庭價值家庭價值家庭價值家庭價值    

� 根據基督教信仰，人被置於一夫一妻的家庭孕育、出生和成長，此為重要之創造秩序。而中國傳統智慧亦重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其中齊家是內聖外王大業的樞紐。再者，我們的語言也把家庭人倫視為天倫。總結而言，家庭的價值是東西文化都加以肯定的。 
� 家庭為民主社會之基本單位，因為民主社會的維持，需要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認同香港核心價值的公民，而家庭在這裡扮演不能替代的角色。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必須以健全的家庭制度為基礎，所以維護核心價值由維護家庭開始。 
� 保障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維護兒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全發展，對每一個健全發展的社會而言都至為重要，而我們的婚姻與家庭正正是塑造我們下一代的成長環境。我們極不願意見到我們的下一代，承傳的不是相親相愛、終身廝守的家庭溫暖，而是父母離異、非婚生處境甚或家庭暴力所帶來的創傷口。 
� 在個人主義的衝擊下，這一代對婚姻的不尊重和破壞，將會對下一代造成極大傷害，外國數據顯示，大部份青少年和暴力罪犯均來自父母婚姻不健全的家庭，他們不單不正面參與自由人權法治的建設，更衍生嚴重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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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香港的核心價值，應積極維護及宣揚健全的婚姻及家庭價值觀，即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其中作父親的應了解並承擔自己有承傳價值觀、作子女的道德模範及對子女健全的性別角色肯定的責任；而作母親的應了解並承擔自己有責任去關懷子女、並作他們情感上的依附。父、母的配搭在家庭扮演的角色，絕對沒有其他代替品。 
� 很多香港人都經歷過一家人穿膠花、穿珠仔的年代；部份的兄長，為著弟妹可以讀書，放棄自己升學的機會出外工作，賺錢供弟妹讀書，這些都是我們的共同記憶。無可置疑的是，改善家庭生活，是香港人辛勤工作的目的，而家庭價值亦成為了香港成功的動力。 
� 近年不少的現象令我們對香港的家庭制度深感憂慮，離婚數字不斷上升，單親家庭湧現，家庭暴力，虐妻，虐夫，虐兒，亂倫等新聞常有聽聞。政府在處理以上問題時不單沒有撥出足夠的資源，相反，政府在制定政策時，鮮有考慮對家庭生活的影響。以賭波合法化為例，在賭波合化法一年後，賭波引起的（病態賭徒）求助個案，由以往的兩、三成，上升至五成，而一個病態賭徒影響的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家庭以致其親戚朋友。 
� 更改人類歷史行之有效的一夫一妻家庭定義，是搖動民主社會的基石；民主並非抽空之命題，它需要健康有效之家庭價值和制度作其內核；民主社會的精神動力來自豐富的健康家庭生活，家庭制度的危機和崩潰直接危害美好民主社會的實現。 
� 既然如此，我們反對一些基於極端個人主義的的訴求(如提倡賭波及娼妓合法化，同性婚姻等)，因為它們明顯會危害家庭生活和制度。性解放運動與民主運動不單沒有必然關係，性解放對家庭的禍害更是對民主社會的破壞。 
� 維護家庭是一個普遍的使命，所有階層的家庭都當受關注，然而近年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加劇，再加上新移民和社區建設失衡等問題，不少貧窮的弱勢家庭首當其衝，備受壓力。這些家庭應是政府和社會優先關注的對象。一方面我們應維持一些促進社會向上流動的制度，如普及教育制度、自由市場經濟（反共產、反財閥）、公平社會保障等，另一方面也應特別扶助貧窮家庭。  
個人與社群的平衡個人與社群的平衡個人與社群的平衡個人與社群的平衡    

� 在演繹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時，我們認為一個關鍵性的指導理念，就是個人與社群的平衡。一個相關課題是愛國主義的問題，不少民主派人士對愛國主義都有保留。我們可以理解因著過往歷史的因素，不少香港市民都不能信任中國政府，因而對愛國主義有所疑慮和反感，我們也同意愛國主義可以是狹隘和盲目的。然而假若愛國主義旨在強調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加強對祖國歷史的認識和認同，從而建立個人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那我們認為這與自由民主的理念沒有衝突。 
� 總結極端自由主義的弊病：剷平主義；濫用人權；選擇性地推動人權（如忽略家庭、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的人權）；個人主義；把自由絕對化；道德虛無主義；把民主神化（視為所有問題的萬應靈丹、人生追求的終極價值）；蔑視傳統的智慧(歧視傳統、追逐時髦的理念) ；偽多元主義；假寬容或選擇性寬容。這一切導致倫理／文化生態的破壞、社群的解體。 
� 因此，我們提倡另一種公共哲學，可稱為公道的社群主義，其核心價值有以下數點：一，能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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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不能者善待之（義）。二，公道原則。三，審議式的民主社會（Deliberative Democracy）。 
� 能者居之（利）：通過各種社會上認可的制度如選舉、考核，或個人在自由市場的努力，找出社會上的賢能之士，讓他們發揮才能，建立一個有效率，有競爭力的社會。而這些賢能之士，可以擁有較多的財富（廣義如物質、地位，名譽），達致整體社會的善！ 
� 不能者善待之（義）：每個公民都應具有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如吃得飽，穿得暖，這不是由市場機制所定規，而是依於民胞物與、人類的兄弟友愛（Brotherhood of Man）而來的，這就是社會的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系統，即在社會上處於弱者位置，如經濟上的弱者，低薪勞工，或無謀生能力者，國家或社會都有義務予以匡扶。照顧弱者的需要，應列入中央或地區的財政預算，不能完全交由志願團體作為慈惠事業來處理。再者，政府應通過各種合理合法手段（如建立公平而有效的稅收制度），調配社會資源，拉近社會貧富差距（但絕非剷平或均貧）。 
� 公道原則：現實上是有貧富不均的，我們一方面承認人有私心(利)亦有公心（義），否認這現實的理想主義往往適得其反。另一方面，我們認為在人性和處境的限制下，我們應該盡量讓每個市民都有平等機會。公道原則有兩點： 1. 「做大個餅」，然後再下滲到基層（trickle down），使廣大市民因經濟增長而得到益處：自由市場經濟之所以行之有效，乃因其緊扣人性中自利的動機，並在制度上賦予其合法性，自利動機遂成為貢獻社會的原動力。自由市場經濟讓社會上各階層、各團體的利益爭逐，公開化、客觀化、制度化、服膺於最低限度的守法倫理。人的私心，與其強行壓制，不如開渠疏導！ 2. 分餅：人是群體的動物，所有人的價值的實現都必須在群體生活中，才有真正的意義。正如吳楚帆在粵語片《危樓春曉》所說：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亦是獅子山下精神：「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貧富全均難以實現，但我們可以透過稅制、制度性的鼓勵和文化價值的誘導，盡力求取最大程度的社會公義的實現，以求實現彼此關顧，互相分享，無條件的去服事鄰舍和弱者。 
� 審議式的民主社會（Deliberative Democracy）：強調社會大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社會決策應由市民大眾經過理性、持平的公開討論和審議（Deliberation），資訊充分、發言機會平等與決策程式公平以達成社會共識。處身於多元而動態的社會上，要尊重均衡參與，除了肯定民主普選的價值外，道德社群，健康風氣，善良風俗，家國安全，族群和諧，優質家庭，個體權利和公共的善，都應有同樣的肯定與平衡。 
� 台灣惡質的民主政治，只有藍綠，沒有黑白，族群分裂，走向白熱化的鬥爭，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徒具民主的形式，但社會的內涵則是「上下交征利，朝野交爭權」，只要選舉勝利，則可以不擇手段。我們寄望 2008 年政權再一次的移交能為台灣帶來轉機，但他們過往八年的劣質民主實在是我們的鑑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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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選舉和投票參與選舉和投票參與選舉和投票參與選舉和投票    

� 我們最主要的關注是道德文化和家庭制度，但我們明白這只是考慮因素之一，例如爭取民主政制也重要，而議員的基本質素更不可忽略，所以要最後決定投票給那一位候選人，的確要看整體表現，和平衡不同因素。政治是含糊的，牽涉太多因素，所以難有斬釘截鐵的立場，我們不會簡化地說某些候選人就是所有基督徒都必須支持的。 
� 然而我們要指出在近年選舉中，文化議題備受忽略，例如親中派會談穩定，而泛民主派則談自由與公義，獨立人士談實幹等等，但我們難以找到有任何一個是旗幟鮮明地重視社會道德的。此外，傳媒亦把「道德佬」的聲音邊緣化。因此，重視道德、文化和家庭的聲音在公共領域相當薄弱。所以當其他方面大致相若時，我們應選一個與基督徒道德價值較相近的候選人。如上面的分析指出，這不單是我們的權利，也與自由民主社會的理念並行不悖。 
注釋注釋注釋注釋    

                                                 i 我們立會的工作重點不在這方面，但我們仍然參與了 2004 年的七一大遊行， 我們在街頭上喊的口號包括：「支持普選    加強溝通    尊重民意；建設民主社群    維護家庭價值；捍衛人性尊嚴    重視道德價值；人權要尊重    人權毋濫用；要自由    拒放縱。」2004 年 7 月 2 日的《新報》也有報道我們的參與。我們在 2004 和 2008 年的八月也舉辦了兩次有關人權、自由和道德的課程，並於 2008 年 1 月 25 日舉行了「邁向普選路」的研討會。 
ii 參與聯署者均是福音派教會的代表人物，包括余達心、溫偉耀、張修齊、陳喜謙、錢北斗、劉少康、朱耀明、許道良、薛孔奇、和吳主光等。此外，福音派教會有關人士還於八月三十一日在大專會堂舉行名為「基督徒支持八八直選聚會」，共有千五名信徒出席聚會。陸輝牧師代表大會讀出三點宣言：「一、我們深信，在公義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政治權力應公平地讓全體民眾分享。我們認定，直接選舉最能確保權力為大眾所共有，是較公平的民主選舉制度。二、上帝的愛遍及所有人，政制應顧及各階層的權益。因此，權力架構應開放予社會各階層人士參與，而直接選舉可保證不同階層的意見在制度內得到合理的照顧，以消解不同階層之間隱憂的對抗性危機，維持安定繁榮。三、由於香港經濟發展迅速，教育水準日漸提高，社會日益多元化。盡早建立一個開放，且讓全民參與的政制實刻不容緩。及早引進直選，才有充裕時間，培養港人治港所需的質素。」大會並呼籲全港市民和基督徒為建立民主政制共同努力。參陳慎慶，〈基督徒不再爭民主？〉，《蘋果日報》，2004 年 2 月 12 日。  iii ART 29: “1. Everyone has duties to the community in which alone the free & full development of his personality is possible. 2. In the exercise of his rights & freedoms, everyone shall be subject only to such limitations as are determined by law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due recognition & respect for the rights & freedoms of others & of meeting the just requirements of morality, public order & the general welfar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v 我們的批評主要針對一些當代的發展（如人權運動與性解放運動的掛鉤）。對人權運動的奠基性發展，如《世界人權宣言》，我們認為它有較強的國際共識，內容也大體上可接受。 
v UDHR, ART 26 says, “Parents have a prior right to choose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at shall be given to their children.”  ICESCR(Article 13): “ICESCR(Article 13): “ICESCR(Article 13): “ICESCR(Article 13): “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present Covenant undertake to have respect for the liberty of parents and, when applicable, legal guardians to choose for their children schools, other than those established by the public authorities, which conform to such minimum educational standards as may be laid down or approved by the State and to ensure the religious and moral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in conformity with their own convictions.”  vi 瞿海源、顧忠華、錢永祥編，《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問題》，台北：桂冠，2002，頁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