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思維的基礎（一）聖經

基督教倫理學

第四課…

倫理思維的基礎（一）聖經

倫理思維的首要基礎是聖經，是做神學的首要元素。
福音派基督徒相信聖經是信仰與生活的權威，
 對生活、信仰、倫理善惡的判準，
基督徒都會說 看聖經怎麼說」
基督徒都會說「看聖經怎麼說」
 然而，誤用聖經的危險卻極普遍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暫停

請按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用誇張的方式談聖經的誤用。
用誇張的方式談聖經的誤用

開始播放

讀聖經牽涉到「詮釋」，必須解釋聖經，
解釋聖經時用甚麼觀點 方式 預設立場
解釋聖經時用甚麼觀點、方式、預設立場，
聖經的紀載很多，
 甚麼是都要照著做、基要教訓
 那些是可以看情況、場合、文化，
可商量的...
可商量的
1. 要以聖潔的吻彼此問安
2. 婦女在聚會
婦女在聚會、
禱告或講話的時候要蒙頭
3. 婦女不應教導男人
4. 不要吃血或是帶有血的肉
5. 男人禱告的時候要舉手
6 每一個人每一天都應該
6.
每 個人每 天都應該
要有個人靈修時間
7. 沒有做
沒有做工的就不許吃飯
的就不許吃飯
8. 禱告結束要說阿們

有一個人想要求得上帝的指引，
帝
禱告之後翻開聖經，隨意用手指指著，
指到那裏就照著做…
指到那裏就照著做
第一次：太廿七5 猶大出去吊死。
第二次：路十37 你去照樣行吧。
第三次：約十三27 你所做的，快做吧！

09. 若非因為淫亂
若非因為淫亂，不可離婚
不可離婚
10. 不可以上法院解決
基督徒之間的所有紛爭
11. 設立牧師、長老的時候
要按手
12 不可以喝酒
12.
13. 要用公開的洗禮來歸信基督
14. 男人不應該留長頭髮
15. 應該嚴守一夫一妻

以上問題幫助我們：心裡有個預設，
甚麼叫好、甚麼叫壞，有個東西存在我們心裡，
分類過程中浮出水面來，我們看得見它。
回顧一下分類，
 你認為是需要的、放諸四海、古今中外基督徒都需要遵守
 如果兩條以上，有沒有那一條比起其他「更基要」呢？
果 條
有 有
條 起其 「更基要
 分類過程當中，你依據什麼原則來區別？
若有另一個信仰群體，
 我們認為很基要的事，
他們認為比較沒有關係 要因地制宜
他們認為比較沒有關係、要因地制宜，
是否就不相往來？這是當代教會很大的問題
 從歷史回顧，
從歷史回顧
教會紛爭的關鍵點是不同的人、群體，
對於重要、不重要的取捨有不同的意見，導致分裂

例如：活出美好的基要原則，
 很多人寫書、講座，
很多人寫書 講座
提倡一些基本的基要原則
 真善美講座七項普世通用的生活準則：
人生中每個問題，都可以從聖經中
七項無可替換的生活原則中，找到答案，
 不管每個人的文化、背景、宗教、教育、社會地位，
都必須遵守這些原則
都必須遵守這些原則，
否則就會經歷因違反原則而有的後果
 分別是設計、權柄、責任、受苦、
主權、自由、成功的原則，
只要遵守這七項，人生就會真善美了！
從聖經理出原則的想法，非常普遍，
這些使用聖經的方法、或聖經可以是權威的方式，
可以從聖經裏找出普世通用的原則。

最大的問題，從聖經理出七條、十二條，取捨的標準是什麼？
是不是聖經裡面有一些比較重要、有一些就不重要了？
所謂「超越文化的絕對真理、普世原則」，
其實是某種文化制約的聖經詮釋：
其實是某種文化制約的聖經詮釋
 每個人都受限他的文化、社會影響，
讀聖經有他的理解 其實是在文化中的
讀聖經有他的理解，其實是在文化中的，
只是聲稱這是超越文化
 所以范浩沙教授 Kevin Vanhoozer 就說，
這個作法，就是「原則化聖經」
2 很大的問題：若從聖經整理出來的「原則」
2.
很大的問題：若從聖經整理出來的「原則
是生活的依據、道德的最高權威，
 整理這些原則的標準就成了
判斷聖經是否有價值的更高權威
 也就是聖經本身不是信仰與生活的權威，
也就是聖經本身不是信仰與生活的權威
而是某些人解釋聖經的聖經詮釋

對解釋聖經的這種方法，有幾點分析：
1 認為可從聖經中找出基本、普世通用原則，
1.
認為可從聖經中找出基本 普世通用原則
稱為基要心態或基要思維。
聖經可以整理出來基要原則，
會遇到一些問題：
 不同的作者理出不同的原則，都聲稱是普世皆準的，
每一個人都要遵守，它們卻不一樣，
那要跟隨那 個呢？
那要跟隨那一個呢？
 有人說七樣、有人說十二樣，到底為什麼是這幾樣，
而不是別的？有沒有根據？
雅各書：律法這麼多條，你雖然沒有殺人，
可是 貪
可是你貪心、犯姦淫，你還是犯罪了，
姦
還是 罪了
因為那說「不可殺人」的，也說「不可姦淫」，
還是冒犯上帝，律法犯了一條就是犯了全部，
那怎麼辦呢？

3. 福音派反對把人為的標準凌駕在聖經之上，
注意原則時就碰到律法主義的窮途末路，
注意原則時就碰到律法主義的窮途末路
 當掌握了原則，容易記憶、覆誦，可以短期講完，
付諸實行時，讓人覺得我已經掌握住聖經原則，
似乎在暗示：我們不需要仰望基督、倚靠信心，
因為已經掌握住最重要原則了
 這時有注意到基督、要仰望、信靠嗎？
沒有！只注意到你自己
范浩沙教授：是一個很危險的事，稱為「文本偶像」，
讀聖經從讀者心中出來 些東西
讀聖經從讀者心中出來一些東西，
把聖經當作可以解剖、分析、
喜歡的 篩選 不喜歡的 濾掉
喜歡的就篩選、不喜歡的就濾掉，
只能讀到一點心裡的東西…

4. 聖經要怎麼讀？
不是要讀原則 如果要 條 條的
不是要讀原則，如果要一條一條的，
猶太人光是舊約，從十誡跟它的說明應用，
早期歸納了 613 條，
248 條命令，要做這、要做那，
365 條禁令，不可...
條禁令，不可
每一條還有註解、應用，
通通收集成為 整套律法百科全書
通通收集成為一整套律法百科全書。
巴比倫他勒目，公元六百年的作品，
收錄當年猶太拉比的教訓 討論
收錄當年猶太拉比的教訓、討論，
1994 出版英文譯本，變成 47 冊，
120-800 頁，總頁數超過一萬頁。
頁 總頁數超過 萬頁
猶太人已碰到律法主義的窮途末路，
所 基督徒不要用法利賽式 猶太式 律法式來讀聖經
所以基督徒不要用法利賽式、猶太式、律法式來讀聖經。

當代學者的研究也發現，
包括社會科學、人類發展、教育心理，
 人是看故事長大的，一個人世界觀的形成，
不在於他們聽見什麼教訓，
不在於他們聽見什麼教訓
而在於他們看什麼樣故事
 所以看不同的故事，會成為不同樣的人
所以看不同的故事 會成為不同樣的人
我們所「看的故事」塑造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從讀小說故事比讀倫理學專書
「我們從讀小說故事比讀倫理學專書，
還會學到更多是非善惡的道理。」
想想我們看什麼電影、動畫、戲劇、小說呢？
聖經是典範、規範之書，
讀聖經當然要不斷回到聖經，
讀聖經當然要不斷回到聖經
 不要以為我們掌握了不斷不斷回到聖經
 在聖經裡會找到我們自己

不要忘記聖經是「一本書」，要戴上信仰的眼鏡，
羅一2-6 要從「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基督的生、死、復活與升天」
這 整件事 來解讀聖經所有的事
這一整件事，來解讀聖經所有的事。
聖經是一本整全的故事書，
聖經故事是觀看、解釋一切的架構
事是觀看 解釋
架構
 好像眼鏡鏡片，透過它來看外在世界，
透過聖經故事 看待人生
透過聖經故事，看待人生


故事的內容
不能轉變成抽象的、
不受時空限制的原則、真理，
聖經故事本身提供了豐富的倫理教訓，
聖經故事本身提供了豐富的倫理教訓
不要把它規條化、原則化。

聖經何以是倫理的權威？聖經為一整全見證、完整的書，
而不要讀成破亂雜碎的生活規條百科全書。
而不要讀成破亂雜碎的生活規條百科全書
1. 聖經建立了教會，教會是歷史性群體、
有特殊自我意識 - 讓教會知道它是教會，
 記錄了教會的起源、所承載的傳統
 是耶穌基督的位格與事工的首要見證
 在每一世代持續更新、塑造基督徒的認同
2 當教會面對當代道德議題時，概念的形成、所應採取的行動，
2.
聖經是主要的影響因素，透過敬拜、講道、教導，
影響教會 讓教會明白上帝在世上的旨意
影響教會，讓教會明白上帝在世上的旨意。
「教會唯有在其自身的歷史中認識上帝，
才能辨識出 帝在 刻的行動 」
才能辨識出上帝在此刻的行動。」
3. 聖經是教會倫理反思時唯一的必須參考點，
其他的點根據這個點來定義
其他的點根據這個點來定義，
因為聖經持續的塑造教會的身份與行動

聖經如何影響基督徒倫理？
1. 聖經塑造基督徒身份與品格，成為基督徒，
聖經塑造基督徒身份與品格 成為基督徒
知道要行善、遵行上帝的旨意
2 特殊或普遍的情況，聖經給定道德命令，如不可殺人
2.
特殊或普遍的情況 聖經給定道德命令 如不可殺人
3. 當教會回應倫理議題時，聖經提供神學視野，
基督教世界觀、基督徒的觀點來看待議題
4. 教會需要做抉擇時，若無明確的命令，
聖經提供神學依據，來做分析 判斷 抉擇
聖經提供神學依據，來做分析、判斷、抉擇
a. 經文也許處理過我們所面臨的同樣的議題，
因此提供了原則性的指引
b. 決策相關的價值與義務方面，聖經提供了普遍性的見證
c. 聖經會指出面臨抉擇時「創造性的張力」，
不可守任何一端，在兩難之間讓我們知道該往那裏去
5. 聖經提供早期教會如何分辨、抉擇的榜樣，
聖徒的故事成為我們要遵行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