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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思维的基础（二）传统伦理思维的基础（二）传统
针对伦理，需要读圣经，是最重要的基础。

然而不是空着头脑读圣经的，

有许多预设立场，读经之前很多的想法，必须处理

同时是在「传统」里读的。我们领受了使徒的传统，

是按照使徒的眼光、使徒的教训、十字架的意义来读圣经

基督教二千年来有许多不同的派别，教会继承了

庞大的属灵遗产、同时继承了遗债，都会影响我们的观点

例如：根据创世记开头记载，世界的创造总共花了几天？

在教会里，通常会说六天，为什么？因为圣经这样写。

圣经有明明白白写上帝创造世界总共是六天吗？

因为我们诠释了圣经 或许我们 听道 长辈学到因为我们诠释了圣经，或许我们从小听道、从长辈学到，

长辈或读圣经的心得、他的前辈教导，那本书作者这么说...

某追究起来，我们都活在某一种教导传统里面的。

传统：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

直一代一代透过直接的教训，

或潜移默化传下来的价值观、观念、

善恶好坏 判断的标准善恶好坏、判断的标准。

基督教对人生一切的问题都有立场，

切身问题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 食衣住行育乐切身问题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食衣住行育乐，

也包括高来高去的形上问题。

基督教对于「吃」有完整教训的基督教对于「吃」有完整教训的：

 什么可以吃、怎么吃、跟谁一起吃、

什么时候吃 为何而吃什么时候吃、为何而吃

旧约律法书可以明显感受得到上帝注意

我们是怎么吃的 吃甚么 跟信仰息息相关我们是怎么吃的、吃甚么，跟信仰息息相关

日常生活大都是信仰教育、信仰表达，

人类第 个罪不就是亚当 夏娃吃错了人类第一个罪不就是亚当、夏娃吃错了。

当然还有终极、大哉问的问题：

人生有何意义 世界为什么存在人生有何意义、世界为什么存在；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本体论）、

怎能知道（知识论） 知道后该做什么（伦理学）怎能知道（知识论）、知道后该做什么（伦理学）、

我们说我们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诠释学）…

基督教二千年来各宗各派对这些问题有许多论述基督教二千年来各宗各派对这些问题有许多论述，

都我们的珍贵资产，也都透过各种方式已经传给我们了，

所以需要了解我们的传统所以需要了解我们的传统，

在信仰传统里所谓基督教。

海斯论传统：是圣经 早期教父们对于海斯论传统：是圣经，早期教父们对于

使徒、后使徒时代教会发展的共识、信经，

神学家的著作 教会的敬拜 礼仪 风格神学家的著作、教会的敬拜、礼仪、风格，

有些很核心、有些可以稍稍宽容，

无论如何，都已经传递给我们了。无论如何，都已经传递给我们了。



一、基督教的首要传统就是「教会」本身

教会有二千年历史教会有二千年历史，

我们参加的现在的教会，有特定的神学立场、

信仰的传承 影响我们的伦理思维信仰的传承，影响我们的伦理思维。

如何影响呢？

1 教会与道德生活：1. 教会与道德生活：

在基督徒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上，

教会是主要 「推手」 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教会是主要 「推手」，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

也许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或青少年成年期，

因为有教会基督徒向我们传福音、因为有教会基督徒向我们传福音、

我们信了，信了耶稣加入了教会

 基督徒的父母亲、教会的成员，，

以教会的立场教导我们何为基督徒

我们「归属于上帝」，我们「归属于上帝」，

这个意识形成，是教会做为最大的推手。

教会是传统的承载者：

礼 思想 美德 是教会 礼仪、思想、美德，是教会，

道德发展的帮助是传统，

传统也是伦理的依据传统也是伦理的依据
 当道德要问责 - 要有负责的对象，

或对 或错 有人会来究责 奖赏或对、或错，有人会来究责、奖赏、

惩戒，基本架构是传统

教会是信仰反思的群体教会是信仰反思的群体，

 群体的异象塑造了我们的认同
 作为行为者，可以选择、判断， 作为行为者，可以选择、判断，

教会的愿景、理想，就深深影响我们

教会给我们所有信仰传承的记忆，

历史事件做了分析
教会是行动的「行为者」，

在选择行善的行动做了依据

2. 教会论会塑造伦理学：

教 透过领导结构教会透过领导结构，

因为教会是一个分辨是非善恶好坏的群体，

起在查验上帝的旨意一起在查验上帝的旨意、

解释圣经的教训、遵行上帝的教导

如何查验 互动 沟通的过程如何查验、互动、沟通的过程，

「领导结构」占了很重要的角色

教会会非常尊重资深的教牧 长老们的意见 教会会非常尊重资深的教牧、长老们的意见

 但是圣经也说「万民皆祭司」，

每个弟兄姊妹都领受圣灵 读经 也都有亮光每个弟兄姊妹都领受圣灵、读经、也都有亮光，

亮光无论大或小，凡是有圣灵带领的，都值得珍惜，

这种情况下 就产生不同的领导学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不同的领导学，

也会产生我们对事情的判断了

决策的过程 教会也会塑造我们的伦理思维决策的过程，教会也会塑造我们的伦理思维

教会透过在道德议题上的群体意识：

基督教特别重视德行 道德生活基督教特别重视德行、道德生活。

几千年来的传统，从犹太教到基督教，

基督徒的美德 好的品格 道德生活 常常在当时世界基督徒的美德，好的品格、道德生活，常常在当时世界，

希腊、罗马，道德败坏的地方发生很大的吸引力。

为什么教会个人 群体注重道德生活？为什么教会个人、群体注重道德生活？

因为有群体意识、我们属于一个道德的群体，

我们的上帝是道德的、圣洁的，群体感塑造我们的伦理观我们的上帝是道德的、圣洁的，群体感塑造我们的伦理观

教会透过凸显特定的原则与规范来塑造我们伦理学，比方说：

 教会强调婚前要守贞 婚后要对配偶忠实 教会强调婚前要守贞、婚后要对配偶忠实，

除讲道、查经，还会开办青少年营会、夫妻成长讲座

 重视要照顾弱势者 因此就动员会众为街友预备饭食 重视要照顾弱势者，因此就动员会众为街友预备饭食，

又提供单亲妇女技能训练与工作机会

如此，教会的教导，以及相对应的行动，如此，教会的教导，以及相对应的行动，

不断地塑造会友们的伦理思维与基督徒生活。



教会透过影响个别成员的品格，

命我们的教导，生命、品格教育，

有基督徒式的品格教育，

透过群体的敬拜 生活 潜移默化透过群体的敬拜、生活、潜移默化

来塑造基督徒的品格，

才能够活出美善的生活来才能够活出美善的生活来

教会透过每一次敬拜当中，

选 事所选取的圣经叙事、

过去历史的记忆、

群体的伦理想象群体的伦理想象，

来塑造伦理学

这是教会作为传统的一部分。

二、文化传统也深深影响我们：

我们在社会当中生活 成长 学语言 吃饭我们在社会当中生活、成长、学语言、吃饭...
这都是我们文化传统，

在社会化过程中塑造我们的思想在社会化过程中塑造我们的思想、

价值判断、美感、生活方式，

做为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做为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

所以必须注意我们的文化偏见，比方：

 市面上的手机品牌分级 市面上的手机品牌分级，

那一个比较高级、低阶？你会怎么分？

汽车，如果新车价钱一样、在市面上促销，汽车，如果新车价钱 样、在市面上促销，

你会选那一牌、为什么？

背后的价值判断是甚么？

我们心里面似乎都有某些预设的标准，

社会化过程里，社会化过程里，

已经塑造了我们思想、伦理判断的方式。

分类学：

甚 在甚么动物、植物分在一起，

学校、生活经验里，都学会了一些。

什么是食物 甚么不是 文化里有些看法的什么是食物、甚么不是，文化里有些看法的，

有些人不吃牛、有些人不吃猪的，

 该怎么吃才「文雅」？ 该怎么吃才「文雅」？

有身分、地位的人，该吃的方式

 用餐具 筷子 用手 不同的吃法 用餐具、筷子、用手，不同的吃法
「好吃」有无标准？

 更深层的「脏 清洁」 更深层的「脏、清洁」，

「脏」的概念深深影响我们生活情感、

是非常强烈的价值判断是非常强烈的价值判断，

「脏」不是公共卫生学的概念，

而是文化心理学的概念，如何来区分？而是文化心理学的概念，如何来区分

文化像空气弥漫在我们四周，塑造了我们的身份与视野；

文化也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活力文化也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活力，

同时我们也参与了文化的创造。

从小熏陶出来的文化 使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从小熏陶出来的文化，使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

视而不见，直到遇到另外一个文化的人。

中国汉文化中有思想 价值观中国汉文化中有思想、价值观，

跟基督教有抵触的，未必能够立刻察觉，

 空气有 CO PM2 5 不知不觉我们就吸收了 空气有 CO, PM2.5，不知不觉我们就吸收了，

慢慢就中毒、没有察觉。

 传统中国价值观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传统中国价值观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可以从社会底层往中上层爬，

读书高当然要到好学校，就是名校，， ，

能够让学生考上另外一个名校的，

小孩考上明星学校，就好像中了大奖，

没考上如丧考妣一般，透露出某一种价值观



人文学科有什么产值？

读语文 哲学的 好像没有甚么用处读语文、哲学的，好像没有甚么用处，

大学为什么要开这些学科、收这些学生？

这是 个这是一个

「问错问题会没有答案」的经典样本！

如果用激烈 点的方式回应如果用激烈一点的方式回应，

人文学科正好会告诉你：

人是不可以用经济产值来衡量人的价值的人是不可以用经济产值来衡量人的价值的，

因为这样做，就是在「把人物化」-
 人只是生产机器 而不成人了 人只是生产机器、而不成人了，

这个过程在泯灭人性

 长期下来社会如果都是这样在做，长期下来社会如果都是这样在做，

被泯灭人性的人做出泯灭人性的事，

那不就是刚刚好？

论读书、学习：

古代有「十载寒窗无人识 举成名天下知」古代有「十载寒窗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

如果读书学习是为了功名，

图个 官半职 将来好找工作可以赚钱图个一官半职、将来好找工作可以赚钱，

就叫「工具性价值」。

近几年来台湾教育部在推证照制度 缩小学用落差近几年来台湾教育部在推证照制度、缩小学用落差，

将学生毕业率、就业率当成评鉴的标准，

好像学习就只有工具性价值好像学习就只有工具性价值，

大学文凭就是通往就业、财富，

证照、工作能力的证明书而已证照、工作能力的证明书而已，

通往财富的的终南捷径。

如果这样 何必读大学？早早学 技之长不就好了？如果这样，何必读大学？早早学一技之长不就好了？

我，做一个基督徒、基督教思想的研究人员，

我必须说 真相是残酷的 因为人不是这样！我必须说，真相是残酷的，因为人不是这样！

我们所学的内容、方法，

跟我们这个人 终究会合为跟我们这个人，终究会合为一。

把读书当工具，就是将自己建构成工具人，

就只是工具而已 定会被宰制的就只是工具而已，一定会被宰制的，

有不同的主人会来宰制你。

基督教的学习观念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因为是人基督教的学习观念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因为是人，

就是「存在的意义」，学习成为真正的人：

 可以在天地之间看见上帝造化的工程 可以在天地之间看见上帝造化的工程、

探索人生的真正意义

 从社会的种种表象 看透 发现其中的 从社会的种种表象，看透、发现其中的

扭曲与不义、邪恶隐藏在哪里

 更在上帝的世界里发现自己的使命， 更在上帝的世界里发现自己的使命，

知道要在上帝的教会中怎么被形塑，

去成为上帝要我们成为那样子的人 -
像基督那样的人

关于社会结构：

中 文化讲「家 有家庭的意象中国文化讲「家」，有家庭的意象，

几乎成了整个社会制度的轴心点，

用「家」来构思 切用「家」来构思一切：

 像「国」说「国家」，是从家的延伸

 家庭有大家长制度 沿用到国家有大家长制度 家庭有大家长制度，沿用到国家有大家长制度，

其他社会、民间组织，教会、企业，都有大家长

两千年来又因为儒家伦常观念两千年来又因为儒家伦常观念，

塑造一整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整套规矩，

 把每一个应有的身分 义务 把每一个应有的身分、义务，

都已经明明白白的，嵌在这个社会里面，

对整个中国人社会制度影响非常的大对整个中国人社会制度影响非常的大

 儒家伦常不知不觉就让我们判断是非，

可能不合乎基督教的、我们也需要检验可能不合乎 督教的、我们也需要检验



宗教的世界想象方面

「华人 用中文思考 里有很多「华人」用中文思考，里有很多

中国民间信仰的禁忌、习俗、说法、观念，

深入在日常生活中 潜移默化影响每 个人深入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影响每一个人：

用「歹运、好运」解释没预料到的事情

「平常心 心心相印 有缘」都是佛教术语「平常心、心心相印、有缘」都是佛教术语

信了耶稣之后，

这些没有马上消失 还会影响我们思维这些没有马上消失，还会影响我们思维。

对我们的认知、判断能力，要有合理的怀疑，

叫「认识上的谦逊」叫「认识上的谦逊」，

林前十三9 我们现在所知的有限。
我们的确知道 但知道一部分我们的确知道、但知道一部分，

不充足、是不够的。

我们有文化的盲点、知识的不足、思考能力的差异，

所 另外 基督教价值提醒我所以另外一个基督教价值提醒我们：

教会是诠释圣经的群体，我们一起读圣经、

起查验上帝的旨意 跟随使徒的教训一起查验上帝的旨意、跟随使徒的教训

 我们继承了，再发掘、检验、研究，

基督教 伦理 神学是甚么？基督教、伦理、神学是甚么？

中国教会因为中国文化有共同的盲点，

感谢主 基督教是 个普世 大而公的教会感谢主，基督教是一个普世、大而公的教会，

普及于全世，在不同的文化、地理、政治、社会圈，

都有基督徒 弟兄姊妹都有基督徒、弟兄姊妹，

 从另一种文化、观点，我们跟环球的教会
有沟通、团契 来帮助、看到我们的盲点有沟通、团契，来帮助、看到我们的盲点

华人基督徒可以看见西方、非洲弟兄姊妹的盲点，

一起来寻求查验上帝在我们此时此刻的旨意起来寻求查验 帝在我 时 刻 旨意

三、信心的螺旋 - 圣经、传统、文化
诠释的螺旋诠释的螺旋：

整本圣经的教训，

是由许许多多个别经文累积起来的是由许许多多个别经文累积起来的，

然而，个别经文的意义，

也需要从全本圣经一贯的教训来判断也需要从全本圣经一贯的教训来判断。

不是空着脑袋读圣经，

有期待 有理解能力 有期待、有理解能力，

所读的、所发现的，

要谨守遵行 圣经会改变 挑战我们要谨守遵行，圣经会改变、挑战我们

 一旦我们改变了，

对圣经有新亮光、新发现之后再去读圣经，对圣经有新亮光、新发现之后再去读圣经，

又会有不同的观点、亮光
读者跟文本的另一个诠释螺旋，越来越深入、了解。读者跟文本的另 个 释螺旋，越来越深入、了解。

每一个人是在教会、二千年来的信仰群体，

我们受信仰群体的造就 塑造我们受信仰群体的造就、塑造，

栽培我们成为基督徒。

每 个个人在读经时 在圣灵带领之下每一个个人在读经时、在圣灵带领之下，

 耶稣基督为读经的中心，他被挑战、更新

 也可能对他所在的教会提出不同的看法 也可能对他所在的教会提出不同的看法

个人与群体之间也在互相塑造、影响，

可能是灌输 改革也是可能的可能是灌输，改革也是可能的。

所以圣经、传统、个人读者、教会，

四个之间互动的关系四个之间互动的关系，

帮助我们确认圣经的根基，

辨识出所继承的传统，辨识出所继承的传统，

就可以察觉文化、社会化过程里面，

有甚么样的因素在我们里面。有甚 样 素在我 。



总的来说：品格是我们做决策的主要建筑师；

所归属的信仰社群是塑造我们的 格的主要塑造者所归属的信仰社群是塑造我们的品格的主要塑造者；

这个信仰社群是活在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故事」，

告诉我们甚么是美德的信仰社群该有的样式告诉我们甚么是美德的信仰社群该有的样式，

我们就要活出那个样式来。

读圣经 做神学 查验上帝的旨意读圣经、做神学、查验上帝的旨意，

信仰过程是一个不断在前进的过程，

旷野的旅程就像朝圣的旅程一样旷野的旅程就像朝圣的旅程一样，

旅程中随时会有惊奇，要留点空间、时间，

让上帝透过各种的天使所装扮的 来跟我们摔角让上帝透过各种的天使所装扮的、来跟我们摔角。

个人的读经心得，要受教会检验；

教会能成为真理的管家和柱石教会能成为真理的管家和柱石，

在于教会自己能够接受个别会友、另外教会的批判、挑战；

在圣灵的带领当中 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白上帝的旨意。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白上帝的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