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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思维的基础（一）圣经伦理思维的基础（一）圣经

伦理思维的首要基础是圣经，是做神学的首要元素。

福音派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信仰与生活的权威福音派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信仰与生活的权威，

 对生活、信仰、伦理善恶的判准，

基督徒都会说「看圣经怎么说」基督徒都会说「看圣经怎么说」

 然而，误用圣经的危险却极普遍

有 个人想要求得上帝的指引有一个人想要求得上帝的指引，

祷告之后翻开圣经，随意用手指指着，

指到那里就照着做指到那里就照着做…

第一次：太廿七5 犹大出去吊死。
第二次：路十37 你去照样行吧第二次：路十37 你去照样行吧。
第三次：约十三27 你所做的，快做吧！

用夸张的方式谈圣经的误用用夸张的方式谈圣经的误用。

读圣经牵涉到「诠释」，必须解释圣经，

解释圣经时用甚么观点 方式 预设立场解释圣经时用甚么观点、方式、预设立场，

圣经的纪载很多，

甚么是都要照着做 基要教训甚么是都要照着做、基要教训
 那些是可以看情况、场合、文化，

可商量的可商量的...
1.要以圣洁的吻彼此问安

2.妇女在聚会、 09.若非因为淫乱，不可离婚2.妇女在聚会、

祷告或讲话的时候要蒙头

3.妇女不应教导男人

09.若非因为淫乱，不可离婚

10.不可以上法院解决

基督徒之间的所有纷争

4.不要吃血或是带有血的肉

5.男人祷告的时候要举手

6 每 个人每 天都应该

11.设立牧师、长老的时候

要按手

12 不可以喝酒6.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应该

要有个人灵修时间

7.没有做工的就不许吃饭

12.不可以喝酒

13.要用公开的洗礼来归信基督

14.男人不应该留长头发没有做 的就不许吃

8.祷告结束要说阿们

男 不应该留长头发

15.应该严守一夫一妻

以上问题帮助我们：心里有个预设，

甚么叫好、甚么叫坏，有个东西存在我们心里，

分类过程中浮出水面来，我们看得见它。

回顾一下分类，

 你认为是需要的、放诸四海、古今中外基督徒都需要遵守

如果两条 上 有没有那 条比起其他「更基要」呢 如果两条以上，有没有那一条比起其他「更基要」呢？

 分类过程当中，你依据什么原则来区别？

若有另 个信仰群体若有另一个信仰群体，

 我们认为很基要的事，

他们认为比较没有关系 要因地制宜他们认为比较没有关系、要因地制宜，

是否就不相往来？这是当代教会很大的问题

从历史回顾从历史回顾，

教会纷争的关键点是不同的人、群体，

对于重要 不重要的取舍有不同的意见 导致分裂对于重要、不重要的取舍有不同的意见，导致分裂



例如：活出美好的基要原则，

很多人写书 讲座 很多人写书、讲座，

提倡一些基本的基要原则

真善美讲座七项普世通用的生活准则：真善美讲座七项普世通用的生活准则：

人生中每个问题，都可以从圣经中

七项无可替换的生活原则中 找到答案七项无可替换的生活原则中，找到答案，

 不管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宗教、教育、社会地位，

都必须遵守这些原则，都 须遵守这些原则，

否则就会经历因违反原则而有的后果

 分别是设计、权柄、责任、受苦、

主权、自由、成功的原则，

只要遵守这七项，人生就会真善美了！

从圣经理出原则的想法，非常普遍，

这些使用圣经的方法、或圣经可以是权威的方式，

可以从圣经里找出普世通用的原则。

对解释圣经的这种方法，有几点分析：

1 认为可从圣经中找出基本 普世通用原则1. 认为可从圣经中找出基本、普世通用原则，

称为基要心态或基要思维。

圣经可以整理出来基要原则圣经可以整理出来基要原则，

会遇到一些问题：

不同的作者理出不同的原则 都声称是普世皆准的不同的作者理出不同的原则，都声称是普世皆准的，

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它们却不一样，

那要跟随那一个呢？那要跟随那 个呢？

 有人说七样、有人说十二样，到底为什么是这几样，

而不是别的？有没有根据？

雅各书：律法这么多条，你虽然没有杀人，
可是你贪心、犯奸淫，你还是犯罪了，， ，

因为那说「不可杀人」的，也说「不可奸淫」，
还是冒犯上帝，律法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全部，

那怎么办呢？

最大的问题，从圣经理出七条、十二条，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是 是 有 重 有 重是不是圣经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有一些就不重要了？

所谓「超越文化的绝对真理、普世原则」，

其实是某种文化制约的圣经诠释其实是某种文化制约的圣经诠释：

每个人都受限他的文化、社会影响，

读圣经有他的理解 其实是在文化中的读圣经有他的理解，其实是在文化中的，

只是声称这是超越文化
所以范浩沙教授 Kevin Vanhoozer 就说所以范浩沙教授 Kevin Vanhoozer 就说，

这个作法，就是「原则化圣经」

2 很大的问题：若从圣经整理出来的「原则」2. 很大的问题：若从圣经整理出来的「原则」

是生活的依据、道德的最高权威，

 整理这些原则的标准就成了 整理这些原则的标准就成了

判断圣经是否有价值的更高权威

也就是圣经本身不是信仰与生活的权威，也就是圣经本身不是信仰与生活的权威，
而是某些人解释圣经的圣经诠释

3. 福音派反对把人为的标准凌驾在圣经之上，

注意原则时就碰到律法主义的穷途末路注意原则时就碰到律法主义的穷途末路，

当掌握了原则，容易记忆、覆诵，可以短期讲完，

付诸实行时 让人觉得我已经掌握住圣经原则付诸实行时，让人觉得我已经掌握住圣经原则，

似乎在暗示：我们不需要仰望基督、倚靠信心，

因为已经掌握住最重要原则了因为已经掌握住最重要原则了

 这时有注意到基督、要仰望、信靠吗？

没有！只注意到你自己没有！只注意到你自己

范浩沙教授：是一个很危险的事，称为「文本偶像」，

读圣经从读者心中出来一些东西，读圣经从读者心中出来 些东西，

把圣经当作可以解剖、分析、

喜欢的就筛选、不喜欢的就滤掉，，

只能读到一点心里的东西…



4. 圣经要怎么读？

不是要读原则 如果要 条 条的不是要读原则，如果要一条一条的，

犹太人光是旧约，从十诫跟它的说明应用，

早期归纳了 613 条早期归纳了 613 条，

248 条命令，要做这、要做那，

365 条禁令 不可365 条禁令，不可...
每一条还有注解、应用，

通通收集成为一整套律法百科全书。通通收集成为 整套律法百科全书。

巴比伦他勒目，公元六百年的作品，

收录当年犹太拉比的教训、讨论，收录当年犹太拉比的教训、讨论，

1994 出版英文译本，变成 47 册，

120-800 页，总页数超过一万页。，

犹太人已碰到律法主义的穷途末路，

所以基督徒不要用法利赛式、犹太式、律法式来读圣经。所 基督徒不要用法利赛式、犹太式、律法式来读圣 。

不要忘记圣经是「一本书」，要戴上信仰的眼镜，

要 「罗一2-6 要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基督的生、死、复活与升天」

这 整件事 来解读圣经所有的事这一整件事，来解读圣经所有的事。

圣经是一本整全的故事书，

圣经故事是观看 解释 切的架构圣经故事是观看、解释一切的架构

好像眼镜镜片，透过它来看外在世界，

透过圣经故事 看待人生透过圣经故事，看待人生

故事的内容
不能转变成抽象的、

不受时空限制的原则、真理，

圣经故事本身提供了丰富的伦理教训圣经故事本身提供了丰富的伦理教训，

不要把它规条化、原则化。

当代学者的研究也发现，

包 会 学 育包括社会科学、人类发展、教育心理，

人是看故事长大的，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

不在于他们听见什么教训不在于他们听见什么教训，

而在于他们看什么样故事

所以看不同的故事 会成为不同样的人所以看不同的故事，会成为不同样的人
我们所「看的故事」塑造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从读小说故事比读伦理学专书「我们从读小说故事比读伦理学专书，

还会学到更多是非善恶的道理。」

想想我们看什么电影 动画 戏剧 小说呢？想想我们看什么电影、动画、戏剧、小说呢？

圣经是典范、规范之书，

读圣经当然要不断回到圣经读圣经当然要不断回到圣经，

 不要以为我们掌握了不断不断回到圣经

 在圣经里会找到我们自己 在圣经里会找到我们自己

圣经何以是伦理的权威？圣经为一整全见证、完整的书，

而不要读成破乱杂碎的生活规条百科全书而不要读成破乱杂碎的生活规条百科全书。

1. 圣经建立了教会，教会是历史性群体、

有特殊自我意识 让教会知道它是教会有特殊自我意识 -让教会知道它是教会，

 记录了教会的起源、所承载的传统

 是耶稣基督的位格与事工的首要见证 是耶稣基督的位格与事工的首要见证

 在每一世代持续更新、塑造基督徒的认同

2 当教会面对当代道德议题时 概念的形成 所应采取的行动2. 当教会面对当代道德议题时，概念的形成、所应采取的行动，

圣经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透过敬拜、讲道、教导，

影响教会，让教会明白上帝在世上的旨意。影响教会，让教会明白上帝在世上的旨意。

「教会唯有在其自身的历史中认识上帝，

才能辨识出上帝在此刻的行动。」辨识 帝

3. 圣经是教会伦理反思时唯一的必须参考点，

其他的点根据这个点来定义，其他的点根据这个点来 ，

因为圣经持续的塑造教会的身份与行动



圣经如何影响基督徒伦理？

圣经塑造基督徒身份与品格 成为基督徒1. 圣经塑造基督徒身份与品格，成为基督徒，

知道要行善、遵行上帝的旨意

2 特殊或普遍的情况 圣经给定道德命令 如不可杀人2. 特殊或普遍的情况，圣经给定道德命令，如不可杀人

3. 当教会回应伦理议题时，圣经提供神学视野，

基督教世界观 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议题基督教世界观、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议题

4. 教会需要做抉择时，若无明确的命令，

圣经提供神学依据 来做分析、判断、抉择圣经提供神学依据，来做分析、判断、抉择

a. 经文也许处理过我们所面临的同样的议题，

因此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因 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
b. 决策相关的价值与义务方面，圣经提供了普遍性的见证
c. 圣经会指出面临抉择时「创造性的张力」，

不可守任何一端，在两难之间让我们知道该往那里去

5. 圣经提供早期教会如何分辨、抉择的榜样，

圣徒的故事成为我们要遵行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