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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战争
战争，最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以「合法」方式在进行，包括：以「合法」方式在进行，包括：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一国之内不同政府之间「内战」，

现在中东、许多的地方都有战争。

战争到底是善、恶？战 到底是善
基本上被看做是恶的，

有某些状况下被看做是善的。

基督教对战争的看法，基本上有四种态度：

圣战正义战争
义战

厌战
厌恶战争

反对战争
和平主义者

壹、圣战：认为这战争是神圣的、善良的，

在 帝 意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消除罪恶、

执行上帝的审判，因此是神圣的。

在「我们 他们」之间绝对没有模糊空间在「我们 - 他们」之间绝对没有模糊空间，

我们是上帝这一边、在执行上帝的旨意

他们是敌挡上帝的他们是敌挡上帝的，

把他们消灭掉、是在执行上帝的审判，

因此是善的 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因此是善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基督教历史上曾经有圣战思想，

伊斯兰、许多宗教都有这种想法。伊斯兰、许多宗教都有这种想法。

圣战思想是从旧约以色列人
进迦南地的战争出来的进迦南地的战争出来的，

有上帝吩咐的特殊行动，

某些情况称为圣战，某些情 称为圣战，

是在执行上帝的审判…

但不是每一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战争都是圣战，

有宣布这是耶和华的战争有宣布这是耶和华的战争 –
耶和华在打仗、

以色列只是上帝执行审判的工具以色列只是上帝执行审判的工具；

打胜仗之后所有的战利品通通归于耶和华，

以色列人只是尽自己的本分而已以色列人只是尽自己的本分而已

以色列人分享掳物的，就不是圣战了

新约的年代是否可以把以色列过去历史上的某些事新约的年代是否可以把以色列过去历史上的某些事，

套用在近代的世俗政府呢？

解经上有很高的疑虑的解经上有很高的疑虑的。

 只有少数极右派基督徒仍然支持有圣战

大部分基督徒把圣战转化成大部分基督徒把圣战转化成

基督徒以善胜恶、

对抗邪恶势力的战争，对 邪 势力 战争，

而不是对抗任何其他的国家了



贰、义战、正义战争：基本上战争是恶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战争有正当性。

目前主流基督教 包括目前主流基督教，包括

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采这一立场。

正义战争的理论基础是奥古斯丁立下的，

在罗马帝国国教化以后的年代，

考虑到国家发动战争的问题

是否是恶的 基督徒可否支持？是否是恶的、基督徒可否支持？

因此发展出公义战争理论，

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如果满足这些条件、

这样的战争可以说是正义的…

义战、正义战争的条件：

1 战争是在抵抗不公义的侵略1. 战争是在抵抗不公义的侵略、

刑罚罪恶、促进和平

2 只能由合法的政府正式宣战2. 只能由合法的政府正式宣战，

如果未经宣战就不是正当的

3 统治者宣战的动机必须是「爱」 而不是报复3. 统治者宣战的动机必须是「爱」，而不是报复，

爱被侵略、被恶势力奴役的百姓。

奥古斯丁后来支持统治者可以用武力镇压异端，奥古斯丁后来支持统治者可以用武力镇压异端，

所以就让政府来镇压多纳徒派，

在历史上是败笔

4. 武力的使用必须以怜悯为怀、

为要建立公义而不是报复，

会采用最低限度的武力，为要阻止恶

5. 武力不可以用在个人的自我防卫上，

区分个人跟政府，个人不能用、政府是可以的

奥古斯丁的想法奥古斯丁的想法：

上帝国的实现是在遥远的将来
天国伦理 政治伦理天国伦理、政治伦理，

对奥古斯丁来说是分离主义状态、

不相干的不相干的

奥古斯丁的两难，

必须为教会国教化背书必须为教会国教化背书-
早期基督教一直到十一世纪

对战争都是非常厌恶的对战争都是非常厌恶的，

军人从战场回来，

加入教会的会友，还不准守圣餐，加入教会的会友，还不准守圣餐，

有些地方说三年，因为他在战场。

当前正义战争理论两大考虑：

何时可以上战场？错误的时机就不是正义战争一、何时可以上战场？错误的时机就不是正义战争，

三个基本元素-
1 抵抗侵略 侵略的战争本身不可能有正当性1. 抵抗侵略，侵略的战争本身不可能有正当性，

侵略者是犯罪、抵抗者可能不犯罪

2 合法宣战 不可偷偷摸摸 没有偷袭2. 合法宣战，不可偷偷摸摸、没有偷袭

3. 最后手段，各种媾和手段没有办法达成了，

才宣战、进入战场才宣战、进入战场

二、上战场之后，军队怎样的行为才是对的？

1 使用最小武力1. 使用最小武力
2. 只可以攻击军事目标，不可攻击平民

3. 副作用的考虑，武器为摧毁军事目标副作用的考虑，武器为摧毁军事目标

而伤及无辜，有不同考量

如果不按照战场规则、正义守则来施行，如果不按照战场规则、正义守则来施行，

军队士兵有战争罪咎责的问题。



英美政府采取义战理论，军队有厚厚的手则必须要遵守。

比如说：

不可攻击医院、学校，即使明知敌人

藏身在里面也不可以 这些是非军事目标藏身在里面也不可以，这些是非军事目标

不可故意伤害平民
最小武力： 间民房有军事目标在里头最小武力：一间民房有军事目标在里头，

如果二十磅炸药可以摧毁，

 投掷二十磅炸药将之摧毁-使用最小武力 投掷二十磅炸药将之摧毁-使用最小武力，

万一把隔壁房屋也震坏、有人受伤，没有罪

 投掷的五百磅炸药，以保证彻底摧毁目标， 投掷的五百磅炸药，以保证彻底摧毁目标，

这时如果伤及无辜，是有罪的

正义战争理论细节非常复杂 反映出基督教正义战争理论细节非常复杂，反映出基督教

即使是支持战争的主流派，态度上是

厌恶战争的、认为战争是恶的，厌恶战争的、认为战争是恶的，

所以要加上这么多严格的限制。

对正义战争的批判...
和平主 学者约翰尤达和平主义学者约翰尤达

评论义战理论不遗余力：

你们说战争是最后手段你们说战争是最后手段，

请问，在宣战之前有又再试一次吗？

再试 次外交媾和手段？再试一次外交媾和手段？

如果没有，怎能说是「最后手段」？

这在理论 内部的逻辑上 有一些问题 冲突这在理论、内部的逻辑上，有 些问题、冲突

可是因为现今世代的邪恶，

有些人的恶似乎没有办法用有些人的恶似乎没有办法用

文明人的方法来阻止，

所以许多伦理学者会所以许多伦理学者会

有限度的支持正义战争，

那是不得不的选择那是不得不的选择

叁、厌恶战争：

战争是不人道 野蛮人的行为战争是不人道、野蛮人的行为，

人道主义者采取这个立场，

是人还不够文明的时候解决冲突的办法是人还不够文明的时候解决冲突的办法，

所以不愿意战争有正当性，这是野蛮人的作为。

怎么办呢？努力的教育、透过教育能够怎么办呢？努力的教育、透过教育能够

逐渐废掉战争，人变得文明之后就不会再打仗了，

人文主义者对人性的改造是带着比较乐观的态度。人文主义者对人性的改造是带着比较乐观的态度。

现代社会我们的观察，

发动战争不是因为没有教育，发动战争不是因为没有教育，

人性的黑暗面、邪恶的意志，恐怕不是透过一般的教育。

按基督教来说，那是一种宗教、信仰教育，教 教
人必须先在耶稣基督救恩里被改造，

是不断被上帝救恩改造的过程，

即使个人改造了，团体制度恐怕还有长的路要走！

肆、反对战争，正面说法 - 和平主义，

主张杀人是错的 谋害 命主张杀人是错的，谋害人命、

杀害无辜者、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人民怎么可能「授权」给政府人民怎么可能「授权」给政府、

合法宣战就能合法杀人？人民有这权力吗？

杀人 伤害人命 从根本上就是恶杀人、伤害人命，从根本上就是恶，

无论用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绝对的和平主义者很难实行，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卢安达、利比亚…，

如果没有国际的武力介入，

没有办法阻止战争的。

严格、绝对的和平主义者，

完全不采取强制性手段来阻止恶。



还说：基督徒殉道的心理准备要很充分，

当用见证 施以温柔的时候当用见证、施以温柔的时候，

故意作恶者不一定会领情的。

因此和平主义者就有另类的思考：因此和平主义者就有另类的思考：

在冲突还比较小的时候就要赶快化解，

并且要政府、民间各样的力量并且要政府、民间各样的力量

投入更大量的资源在于促进和平的事上。

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 如诗篇所说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如诗篇所说，

因为教会乃和平使者，

所宣扬的福音乃是使人和好的福音。所宣扬的福音乃是使人和好的福音。

 起冲突，就先透过民间、政府，

正式、非正式的管道来化解管

因此提出一些新的概念 - 促进公义，

不只是消除战争，使冲突 - 人际间、团体间的，

就可以化解，从根本上消弭了战争了！

Just Peacemaking 提出一些建议...

1. 支持非暴力的行动，消弭人跟人之间的状况

2. 采取自发性的行动来降低威胁，

有些独立、有启发性的行动来威胁，

刚开始的时候就降低了

3. 采用合作性的冲突解决方案，

能够共赢，双边、三边、都赢这类的方式

承认对冲突的发生双方都有责任4. 承认对冲突的发生双方都有责任，

彼此寻求悔改与宽恕

5 透过深化民主 人权 宗教自由5. 透过深化民主、人权、宗教自由，

让有一个社会是自由、开放、拯救人权的，

对别人的人权高度尊重对别人的人权高度尊重，

冲突自然就会降低、战争可能性就更低

Just Peacemaking 提出一些建议...

6. 社会的经济发展，应该是正义、公正而可持久的方案，

如果单边受益、另方受剥削，

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升高、甚至引发国际战争

7. 在国际社会中，与新兴起的合作性势力的组织

来同工，可以强化彼此的影响力

8. 强化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的功能，

在冲突 发 的在冲突刚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消弭，

联合国有强大的代表性、公信力

9 攻击性武器交易应该要减少9. 攻击性武器交易应该要减少，

民间团体去和平的示威来降低，

因为国际军火交易是大生意 许多人发战争财因为国际军火交易是大生意，许多人发战争财

10. 在民间草根性的、能够促进和平的团体、志愿性组织，

让他们可以蓬勃发展让他们可以蓬勃发展

这是教会责无旁贷的责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

他不以暴力来统治、也不强制人来跟随他，

他要人心甘情愿、真正是出于爱、出于自愿。

教会应该做和平之子教会应该做和平之子，

在有冲突的地方有更多教会可以施行的。

北美白人弟兄姊妹 加拿大籍北美白人弟兄姊妹、加拿大籍，

可以站一个优势：在中东某些有冲突的地方可以去做，

有国际的地位 强大的国家做后盾有国际的地位、强大的国家做后盾，

在冲突地区试着化解双方的冲突，建立彼此之间

沟通的管道，保护被剥削的弱者，在那里伸张。沟通的管道，保护被剥削的弱者，在那里伸张。

这些和平工作队值得效法的。

台湾似乎没有资源可以做这些事，

但还是可以促进、支持、参加这样的组织的。

愿和平的福音可以彰显在全地，公义、和平彼此相亲，愿和平的福音可以彰显在全地，公义、和平彼此相亲，

上帝的慈爱、怜悯，在土地上能够完全展示出来！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 –
生物武器 化学武器 原子弹 超级炸弹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原子弹、超级炸弹。

原子弹在伦理学是引起争议的，

代表保证相互毁灭威吓的力量代表保证相互毁灭威吓的力量，

制造核子武器的，会说是备而不用的，

如何说服自己的军队是备而不用呢？如何说服自己的军队是备而不用呢？

不用，能够震慑对方吗？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区分是规模杀伤性武器 不区分是

战斗人员、军事目标、平民，

原子弹以大规模杀伤平民为手段，

因此在伦理学引发讨论与谴责

二次大战美军在日本长崎、广岛投掷原子弹，

「提早」结束二战。

执行人员反应：当时候飞行员并不晓得自己的任务，

当事后知道是这么恐怖的武器后，有人自杀、有人发疯。

当时日本已准备要投降，

将最后兵力部署在海岸边 希望以此态势将最后兵力部署在海岸边，希望以此态势

迫使美军因顾虑登陆征服日本考虑伤亡，

而能谈判「有条件投降」而能谈判「有条件投降」。

美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投降之后 日本还会存在吗？投降之后，日本还会存在吗？

然而美国以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屈服！
即使是正义战争的倡导者、即使是正义战争的倡导者、

当年国家顾问 Michael Walzer 都说：

「美国欠日本一个道歉。」

原子弹另一个效应：

二战「提早」结束了，

美国国内的军火供应商库存大量原料，就要转做他用，

就转而做为农药、化学肥料的发明，

因此二战之后农耕方法大幅度改变，引发生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