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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思維的倫理思維的建立建立((上上))

要反省的是 -我們怎麼做抉擇？是禱告之後良心平安？

這應該要的，但是不能當作唯一的指標。

例：大學生禱告篇，

大學學生福音團契，一個男生，去找一年級女學生「交通」：

「「上帝在禱告中啟示我，你就是上帝為我預備的那一位。」

女學生嚇壞了，趕快去找輔導：「怎麼辦？怎麼辦？

我如果不跟他在 起 是不是就違背上帝的旨意了？我如果不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就違背上帝的旨意了？

可是，如果我跟他在一起的話，就已經地獄裡了啊。」

不同的人禱告 當然差別很大的 還有其他的事他沒有考慮不同的人禱告，當然差別很大的，還有其他的事他沒有考慮，

禱告之後良心平安，如果只有這一點，

比較接近於「直覺論 直覺地以為是對的比較接近於「直覺論」，直覺地以為是對的

也可說比較「處境倫理」的 –

在這個當下合乎這個處境就好在這個當下合乎這個處境就好

基督徒除了直覺、處境之外，還看中規範、傳統。

良心要平安、無虧的良心，在倫理學上是不足夠讓我們做判斷的，

比方有所謂「慈悲殺人」的案件…
英國有位母親，因為殺了兒子被送上法庭，

兒子活潑 聰明 運動受傷成半植物人狀態兒子活潑、聰明，運動受傷成半植物人狀態，

媽媽在照顧他，兒子求媽媽幫他結束生命，

媽媽不忍心兒子那麼痛苦 就將藥物打入他的血管媽媽不忍心兒子那麼痛苦，就將藥物打入他的血管...
不忍心兒女留在世上受苦

台灣的社會新聞，父母親陷入困境，自己要離開世界，台灣的社會新聞，父母親陷入困境，自己要離開世界，

不忍心兒女留下受苦，就把他們一起帶走

人生中有很多的掙扎，會發生在別人身上、人生中有很多的掙扎，會發生在別人身上、

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怎麼做抉擇？

倫理思維，依據神學資源來做抉擇，倫理思維，依據神學資源來做抉擇，

有我們的基礎 - 聖經、信仰傳統，

留意文化、社會化過程帶給我們的偏見，留意文化 社會化過程帶給我們的偏見

是有根有據的，不是單憑直覺、單憑一個意念而已。

倫理學的依據：

A. 羅秉祥《黑白分明》談了一些案件、看法：

倫理學的依據有四項資源：

聖經 傳統 思維（思考能力） 切身感受聖經、傳統、思維（思考能力）、切身感受。

倫理的判斷案件當中，一個當事人，

我們要多 點同理我們要多一點同理心、

「切身感受」讓人設身處地的想，

因為倫理議題都不是議題，因為倫理議題都不是議題，

而是一個又一個真實的人的人生掙扎

然而同理 切身感受 退 步想然而同理、切身感受，退一步想，

這件事本身也會變成判斷時的

一種偏見，導致扭曲，一種偏見，導致扭曲，

可能對聖經的解讀…有點影響，

必須警覺到會有影響、比較不會產生影響必須警覺到會有影響 比較不會產生影響



B. 美國的學者，做倫理決定時，五項元素必須去注意到的：

1. 規範的傳統：

基督教聖經與神學的洞見、

會 會 續教會的立場、教會持續的見證，

那一些神學的信仰告白，為現在、這個時候

我在思考做抉擇 為我背書呢？我在思考做抉擇，為我背書呢？

2. 社會性事實的事件與解釋這些事件的理論：

我有沒有透徹的了解整個環境？我有沒有透徹的了解整個環境？

對的、洽當的、準確的了解現在發生了甚麼事

處境與關係3. 處境與關係：

這個事件的直接情境如果做抉擇，

會影響社會網路裡面的人 會造成甚麼影響？會影響社會網路裡面的人，會造成甚麼影響？

從立即性、到擴大一點的，從個人到家庭，

或教會從個人到堂會、區、一整個教派或教會從個人到堂會、區、一整個教派

4. 倫理方法：

將以上三項元素將以上三項元素

包括：關於我們的傳統，

發生了甚麼事發生了甚麼事，

關係怎麼樣 –

做決策影響到哪些人，做決策影響到哪些人，

所有的東西放在一起考慮的方法，

用那一種方法來做呢？用那 種方法來做呢？

5. 決策者的品格：

其他人會怎樣描述我們？其他人會怎樣描述我們？

我的品格、價值觀、所委身承認的信仰，

怎麼幫助我來達成決定的？怎麼幫助我來達成決定的？

我希望我成為怎樣的人

當我達成這樣決擇之後？

怎麼「運用」以上這些「神學資源、倫理依據」來做判斷？

需要整合在 起需要整合在一起，

這是神學建構的方法，

從處境回到聖經文本 又回到處境的流動從處境回到聖經文本，又回到處境的流動，

處境就是有事情發生了、我們去判斷。

1 檢驗 了解處境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1. 檢驗、了解處境，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第一步要做「社會分析」。

社會：社會學的知識社會：社會學的知識，

看得見或看不見的人際關係、網路的系統，

把所有人整合在一起的把所有人整合在一起的

社會裡面的人有他的角色，

很多是成對出現的，夫妻、父子、兄弟，很多是成對出現的 夫妻 父子 兄弟

性別有男、女，

有第三性、跨性別者，帶來新的倫理挑戰有第 跨 別者 帶來新的倫 戰

每一個人有他的角色、會賦予他的地位與責任的，

跟他的社會網路 所屬的社會群體是有關的跟他的社會網路、所屬的社會群體是有關的，

如何做一個稱職的丈夫，我們的文化、社會有它的規範，

不同宗教團體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同宗教團體也有不同的看法

父子、兄弟、雇主員工、主僕之間，

就有這些規範，必須考慮規範的群體就有這些規範，必須考慮規範的群體

社會群體有三大類型：

1 親屬群體：具備真實或想像的血緣關係，家庭、宗族、種族1. 親屬群體：具備真實或想像的血緣關係，家庭、宗族、種族

2. 地域群體：因為地理的位置很靠近，發展出來

生活的互動、人際關係的脈絡，鄰里、聚落、村鎮，生活的互動 人際關係的脈絡 鄰里 聚落 村鎮

關係裡面有政治面向、經濟互助、人情

3. 志願性組織：共同志願、目標、抱負、目的結合在一起，志願性組織 共同志願 目標 抱負 目的結合在 起

協會，消費者保護、愛鳥、愛狗，扶輪社、獅子會

宗教團體，有共同的信仰理念結合，

也會包括鄰里、親屬群體



了解一個社會需要有「系統觀點」：

個社會是高度複雜的很多的面向整合在 起一個社會是高度複雜的很多的面向整合在一起，

政治 - 權力的應用分配，國家、社會、家庭裡都有，

比如家庭裡夫妻 小孩 祖父母住在 起比如家庭裡夫妻、小孩、祖父母住在一起，

小孩睡那個位置？誰決定、如何決定的？

決定權是權力運作、政治的決定權是權力運作、政治的

資源的分配應用，包括有形、無形的，

東西、空間誰可以使用？東西 空間誰可以使用？

人際關係 - 社會的

文化 - 美感、價值文化 美感 價值

人的身心系統、生態，

跟大地之間高度的密切 - 物質相互交換，跟大地之間高度的密切 物質相互交換

天氣、溫度、濕氣

都會影響我們心情、資源使用

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系統，很複雜，

整個社會是整合在一起的複雜系統。

大部分的社會型態、人與人的互動方式，

早已脫離部落型社會 不再是鄉村型社會早已脫離部落型社會、不再是鄉村型社會、

而變成都會型社會：

特徵就是大部分成員之間特徵就是大部分成員之間

只有一種關係在互動、一種角色，

比如到商店買東西 店員 顧客之間比如到商店買東西，店員、顧客之間，

其他場合再也不會遇到，單一的角色

都會型的某 區可能是鄉村型的都會型的某一區可能是鄉村型的，

人跟人互動密切，

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身分在互動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身分在互動，

可能是鄰居、曾經是同學、

雇主顧客、協會裡都是會員雇主顧客、協會裡都是會員

社會分析時要注意「分析尺度」：微觀、宏觀

微觀微觀

個人心理、人際互動、角色、

社會階級 地位 溝通社會階級、地位、溝通

單一基督徒

稍宏觀一點、小群體稍宏觀一點、小群體

家庭

地方小型教會、堂會地方小型教會 堂會

再宏觀一點、社會性群體

一個教派、分布廣大的區域個教派 分布廣大的區域

最高：基督徒

一個人 > 小型組織 > 大型組織 > 整個社會個人  小型組織  大型組織  整個社會

台灣的社會 > 地球村

2.建立基督教世界觀成為「內心地圖」、思想的地圖，

來判斷世界上的事物 是我們座標系的參考圖來判斷世界上的事物，是我們座標系的參考圖。

回到神學，稱為「救恩歷史觀」，

根據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重新讀舊約到新約根據耶穌基督的十字架，重新讀舊約到新約：

創造、墮落、上帝的救贖行動、律法的頒布，

古代以色列民族的生活 禮儀 跟外邦各國的互動古代以色列民族的生活、禮儀、跟外邦各國的互動

到耶穌基督來，建立彌賽亞新世代，

救贖的成全在將來再臨的時候，救贖的成全在將來再臨的時候，

每一個教會按耶穌的吩咐往萬國、往地極去，

亞伯拉罕的祝福 - 萬國因你而蒙福，在耶穌基督裡實現了亞伯拉罕的祝福 萬國因你而蒙福，在耶穌基督裡實現了

使徒行傳告訴我們：

門徒成為耶穌的見證，門徒成為耶穌的見證

傳福音的人本身就是福音訊息，

教會是那訊息、成為見證人，

讓人看見見證人，就彷彿看見基督一樣！



基督教世界觀，當代二千年教會歷史，

我們活在 個時代 我稱為「使徒行傳第廿九章的年代我們活在一個時代，我稱為「使徒行傳第廿九章的年代」：

耶穌吩咐初代的信徒往普天下去直到地極成為見證人，

作者路加紀錄了保羅以帝國囚犯的身分進了羅馬

徒廿八30-31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年。

作者路加紀錄了保羅以帝國囚犯的身分進了羅馬...

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膽傳講神國的道，

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我的理解：路加認為保羅到了羅馬

就是完成了耶穌的吩咐，他們到了地極了是 成 耶穌 吩咐 們到了地極

地極不是用地理、環境，而是有特殊的神學觀點來讀的，

從宣教學立場，教會期待基督再來，

新天新地要降臨、要成全

所以我稱為「使徒行傳第廿九章的年代」，

來看待我們自己、在歷史中的定位。

也因為基督升天、還要再來，所以他所引進的「天國」

有一個「已然而又未然」的特徵、張力：

事情已經完成了卻還沒有完成，就是神學上的張力

像救恩成全了沒有？像救恩成全了沒有？

在基督裡創世以先已經成全了，

卻要在基督再臨的時候完全得贖卻要在基督再臨的時候完全得贖

任何的教義都用這樣思考、想像世界上的一切，

有些事情是有價值，可是從末世眼光又沒有價值。有些事情是有價值，可是從末世眼光又沒有價值。

神學辯證的張力，保持我們在世上生活的敏銳度 -
不會因為入世而俗世、不屬世而超然脫俗不食人間煙火，不會因為入世而俗世、不屬世而超然脫俗不食人間煙火，

我們在世而不屬世。

基督教世界觀 -基督教特殊歷史觀，基督教世界觀 基督教特殊歷史觀，

給予我們自己的地位，在上帝的國度裡

我們在那一個階段？該如何來看待我們在那 個階段？該如何來看待

聖經的經文、我們所在的世界？


